
市场一体化、 空间溢出与区域出口质量升级

———基于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经验分析

强永昌　 　 杨航英

摘要：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 本文以长

三角 ４１个城市为例， 结合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层面分析市场一体化对出口质量的

影响。 结果表明： 区域出口质量存在空间正相关性； 市场一体化不仅对本地区出口

质量产生 Ｕ型直接效应， 还对邻近城市的出口质量产生 Ｕ 型空间溢出效应， 且提

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会先对邻近城市的出口质量产生提升效应； 城市创新是市场一体

化对出口质量产生 Ｕ型直接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 进一步发现， 市场

一体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异省邻接的城市间不存在， 在同省相距 ３００公里以内的城

市间存在； 市场一体化对不同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 此外， 市场一体化会

影响企业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 进而影响出口质量变动。 因此， 要推进我国区域市

场一体化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一体化在创新驱动出口质量升级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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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十四五” 规划纲要强调： “立足国内大循环， 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

强国建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间的平均

增速约为 １３ ０％， 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间的平均增速约为 ３ ８％， 保持货物出口贸易的

持续稳定增长变得愈发重要。 研究表明， 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各国提高从我国

进口比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从行业层面来看我国出口质量相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

整体偏低， 尤其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 （李小平等， ２０１５） ［１］。 因此， 如何提升

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是保持出口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一国倾向

于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主要原因是存在 “母国市场效应”， 若要产生 “母国市场效应”
则需要有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２］； 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２０１１） ［３］。 然而， 现

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期 经贸论坛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４－１１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 收入分配的相关性研

究” （１４ＪＪＤ７９００２５）
［作者信息］ 强永昌： 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 杨航英 （通讯作者）： 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２００４３３ 电子信箱 ２４３０８８５１２＠ ｑｑ ｃｏｍ



有研究表明赶超战略、 政治晋升、 国企保护等因素使我国区域间长期存在着市场分割

（林毅夫等， ２００４［４］； 周黎安， ２００７［５］； 刘瑞明， ２０１２） ［６］，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但也使得企业跨地区经营的交易成本较高， 阻碍了企业在国内的

异地市场扩张， 导致企业难以依托于国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 （朱希伟等， ２００５） ［７］。
实际上， 除了限制企业生产规模以外， 市场分割还会阻碍技术外溢、 造成企业生存竞

争能力较差等问题， 这些都可能影响地区出口质量升级。 因此， 探究区域市场一体化

如何影响出口质量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间， 长三角货物贸易出口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

的均值分别约为 ３８ １％、 ２１ ６％， 但是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甚至各省内部的城市间

仍处于市场分割状态 （刘志彪， ２０１９） ［８］。 长三角是引领我国外贸内贸发展的重要

区域之一， 本文以长三角 ４１个城市为例， 运用包含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

分析市场一体化如何影响区域出口质量升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区域市场一体

化建设， 促进出口质量升级， 以及推动国内国外双循环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 相关文献回顾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现有文献可分为市场一体化的出口贸易效应、 出口产品质量

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 现有文献多是从市场分割的角度间接探讨市场一体化的出口

贸易效应。 大部分文献关注市场一体化如何影响出口贸易额， 国外学者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０３） ［９］利用我国省级贸易流量数据研究发现， 地方保护主义使我国国内市场被

分割为不同的省级市场， 省域间边界效应接近于欧洲国家之间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

的边界效应， 从而使各地区国际贸易的参与度变高。 国内学者张杰等 （２０１０） ［１０］利
用价格指数法测得我国各省市场分割指数， 从微观层面实证得出市场分割程度越高

则本土企业出口的概率越大， 而市场分割也使得出口企业难以利用母国市场效应以

及依托本土市场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高宇 （２０１６） ［１１］进一步发现较低市场一体化

水平使得企业面临的国内异地市场进入成本较高， 因而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 同时

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会降低非出口和出口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 在宏观层面， 盛斌

等 （２０１１） ［１２］用市场分割指数的倒数衡量市场一体化， 发现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出

口贸易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替代性， 沿海地区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贡献率低于

内陆地区。 另一部分学者关注市场一体化如何影响出口技术水平， 毛其淋

（２０１２） ［１３］研究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能够降低贸易壁垒及物流、 运输等交易成

本， 使企业更易找到国内中间品供应商， 有利于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 刘洪

铎 （２０１３） ［１４］利用价格指数法得到省级市场一体化指数， 研究发现提高区域市

场一体化便于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 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 利于地

区发挥比较优势且进行区域专业化分工， 因而对省际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提升作

用；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１５］进一步发现市场分割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则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率下降 ２ ２２％， 这种作用能够通过抑制创新来产生。 此外， 市场分割政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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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企业规模经济收益， 严重损害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 刘信恒 （２０２０） ［１６］基于

价格法测得各省市场分割指数， 研究发现国内市场分割使企业增加中间品进口强度

和提升加工贸易占比， 进而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 若不考虑国外市场效应， 国内市

场分割会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因此， 以往文献认为降低市场一体化水平会

促使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但并不利于出口技术升级。
现有关于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关注生产率、 融资约束、 贸易政策

等。 在生产率方面，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 ［１７］研究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也

较高； Ｋｕｇｌｅｒ等 （２０１２） ［１８］研究发现生产率会促进企业使用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和

高技能劳动力， 因而生产率越高则出口产品质量越高； 在融资约束方面，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５） ［１９］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严格信贷约束时， 难以承受提升质量造成的较高边际

成本， 如购买高质量中间品， 因而企业倾向于选择生产和出口较低质量的产品；
Ｃｒｉｎò等 （２０１７） ［２０］认为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需要进行研发、 创新投资， 企业内部融

资约束会阻碍企业技术进步， 抑制产品质量升级进行固定成本融资； 在贸易政策方

面， 汪建新 （２０１４） ［２１］研究发现进口关税削减有利于位于质量前沿产品的企业实现技

术创新， 或使用更多的高质量进口中间投入品来进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７） ［２２］研究发现中国加入ＷＴＯ引发的关税下降效应促使低生产率企业提高进口中

间品质量， 并将其出口转向对高质量产品需求强劲的高收入市场。 因此， 以上主要因

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本质上是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或使用高质量生产要素来

实现的。
综上所述， 现有文献就市场一体化与出口额的关系展开较多讨论， 并对出口产

品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做出深刻分析， 但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从市场一体化视角来

研究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很少， 且未考虑两者间的非线性效应； 二是现有

文献未从区域层面考察空间关联效应在我国出口质量升级中的作用。 因此， 本文针

对以上两点不足进行创新， 具体是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 ４１ 个城市的面板数

据， 使用包含空间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 考察城市市场一体化水平对本地区、 邻近

城市以及整个区域出口质量的非线性效应， 检验其重要影响机制， 并对产品异质

性、 空间溢出效应的边界等问题进行分析。

二、 特征事实与影响机制分析

（一） 特征事实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测算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长三角 ４１个地级市的市场一

体化水平和出口质量， 具体测算方法见下文。 图 １ 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长三角各城

市的市场一体化与出口质量均值变动趋势图。 由图 １ 可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长三

角市场一体化水平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动趋势， 市场一体化水平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下降， 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加大区域政策不一致性， 市场壁垒增高， 随后在政府

合作和经济复苏作用下市场一体化水平得到提升；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长三角出口质

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上升幅度约为 ３ ２５％。 此外， 本文按均值大小将所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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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城市出口质量划分为高、 低两组①， 发现有 １６ 个城市的市场

一体化水平与其出口质量呈现高、 低相反特征， 就中心城市而言， 上海、 南京的出

口质量较高， 市场一体化水平却较低， 合肥则相反； 有 ２５ 个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水

平与其出口质量呈现高、 低同步特征。 综上所述， 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出口质量之间

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 图 ２为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出口质量的散点图， 可以看出市

场一体化与城市出口质量之间存在 Ｕ 型相关关系， 这一统计结果为下文影响机制

分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图 １　 市场一体化与出口质量的变动趋势　 　 　 　 图 ２　 市场一体化与出口质量的散点图

（二） 影响机制分析

１ 区域出口质量空间效应的形成原因

本文认为区域出口质量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 根据偏好相

似理论， 收入水平越相似的城市往往具有相似的产品出口结构， 因而经济发展水平

差距小的城市间出口质量水平较接近； 第二， 各地区产业发展存在同构现象， 使得

地理邻近的城市在要素需求方面存在一致性 （付强， ２０１７） ［２３］， 而且地理邻近有助

于不同地区的企业间合作、 劳动力流动， 不仅形成区域投入产出网络， 还促进管理

技能、 生产技术及海外市场信息传播扩散， 因而地理空间邻近的城市具有相似的出

口结构 （蒋灵多等， ２０１８） ［２４］； 第三， 从微观层面来看， 竞争效应导致邻近地区间

的企业在出口市场选择上具有趋同性 （孙楚仁等， ２０２０ ） ［２５］， 出口目的国的收入

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进口产品质量， 因而邻近城市间的出口质量水平接近。
２ 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区出口质量的直接效应

创新处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 经验研究表明出口产品存在明显的

质量阶梯， 技术创新是实现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 ［２６］。 本文从城市创新角度解释市场一体化影响本地区出口质量的机制。 本文

认为， 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既有一定的抑制效应， 又有一定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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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市场一体化水平记为 “１”， 城市出口质量记为 “２”。 高 １－高 ２： 常州、 苏州、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镇江、 徐州、 杭州、 衢州、 舟山、 芜湖、 铜陵、 亳州； 高 １－低 ２： 合肥、 淮南、 淮北、 安庆、 黄山、 宿州、
六安、 池州； 低 １－高 ２： 上海、 南京、 无锡、 扬州、 泰州、 嘉兴、 蚌埠、 马鞍山； 低 １－低 ２： 南通、 宿迁、
宁波、 温州、 湖州、 绍兴、 金华、 台州、 丽水、 滁州、 阜阳、 宣城。



市场一体化的创新抑制效应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产生： 第一， 市场一体化会

降低异地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 增加本地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 使得创新企业所面

临的经营风险上升， 这将使企业用于创新的资金被耗散掉 （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２７］，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城市创新投入。 第二， 市场分割策略使受保护的本地企业获

得更多补贴或其他金融资源， 从而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曹春方等，
２０１８） ［２８］， 而市场一体化则会减少创新企业因受保护所得到的资金， 加重企业面临

融资约束问题，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城市创新投入。 第三， 市场一体化有利于本

地企业进入异地市场， 由于进行跨区域经营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产品优势和组织

管理能力， 可以凭借已有的技术优势获得一定的垄断利润， 因而市场一体化虽然便

于企业进入异地市场， 但可能降低企业的创新活动，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主要

表现为企业专注于生产规模的扩张， 使资金集中于生产投资环节； 此外， 企业进入

异地市场时需在物流运输、 产品宣传、 销售网络构建等方面支付更多成本， 将挤占

企业创新资金。
市场一体化的创新促进效应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产生： 第一， 加强与其他城

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会减少企业面临的异地市场准入壁垒以及市场限制手段， 如销

量控制、 价格限制 （银温泉等， ２００１） ［２９］， 便于本地企业在异地市场销售该市场需

求规模大的产品， 当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水平时， 企业将通过异地市场实现规模经

济， 降低生产成本， 积累创新资金， 同时有效需求的增加会使企业为追求垄断利润

而进行产品创新， 产生需求引致创新效应， 从而促进城市创新。 第二， 异地企业进

入本地市场后能够对本地企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３０］， 企业可

以在外溢技术基础上开展研发活动； 此外， 企业相对以往更易与异地企业开展联合

研发活动， 这些方式既能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又能提高创新的成功率。 第三， 市

场一体化有利于本地企业在竞争性环境中摆脱低利润发展模式， 完善企业内部治理

机制， 并增强企业的进取精神， 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张杰； ２０１５［３１］； 徐保

昌等， ２０１６） ［３２］。 第四， 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减少本地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 贿赂

等方式进入异地市场的成本 （宋渊洋等， ２０１４） ［３３］， 同时会带动城市制度环境的改

善， 如税收制度、 法律环境， 制度环境的改善使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以技术创新来

替代专业化贸易扩张 （Ｃｏｒｓｅｔｔ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３４］。
本文认为， 市场一体化是否能提升城市出口质量取决于创新促进效应是否大于

创新抑制效应。 当市场一体化低于一定水平时， 市场一体化使企业从异地市场获取

的市场需求还难以产生较强或明显的规模经济和需求引致创新效应， 且市场一体化

在企业外溢技术的积累、 自身的发展变革以及寻租行为治理、 城市制度环境改善等

方面的促进作用较小或不明显； 此外由于企业相对习惯于低竞争的受保护环境， 市

场一体化会明显增加企业创新资金耗散以及融资约束程度， 并通过其他方面降低企

业创新投入， 最终导致市场一体化产生的创新抑制效应大于创新促进效应， 从而降

低城市出口质量。 只有当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水平后， 市场一体化的创新促进效应

才会强于创新促抑制效应， 从而提高城市出口质量。 综上所述， 市场一体化会对本

地区创新有 Ｕ型的直接效应， 进而对本地区出口质量产生 Ｕ型的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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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市场一体化对邻近城市出口质量的间接效应

市场一体化对邻近城市出口质量的间接效应也称空间溢出效应。 由于部分邻近

城市不会同时采取市场一体化策略， 使得本地区与其不同邻近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水

平差异较大。 对于同时采取市场一体化策略的邻近城市来说， 与本地区市场基本是

同步开放的， 故间接效应影响机制与直接效应相同。 对于未同时采取市场一体化策

略的邻近城市来说， 其市场仍相对处于政府保护状态下， 市场一体化并未通过加强

邻近城市市场竞争、 减少补贴等方式来降低城市创新投入， 但是邻近城市企业可以通

过 “搭便车” 的方式进入本地市场， 于是倾向于将资金集中于生产投资环节， 且需

支付更多销售费用， 从而挤占企业创新资金， 抑制邻近城市创新投入； 此外， 本地市

场开放可能使得异地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并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进行产品创新，
从而促进邻近城市创新。 当市场一体化低于一定水平时， 规模经济效益与需求引致创

新效应较弱， 使创新抑制效应占主导， 从而降低邻近城市出口质量； 只有当市场一体

化达到一定水平后， 创新促进效应才会占主导， 从而提高邻近城市出口质量。 综上所

述， 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会对邻近城市创新有 Ｕ型的间接效应， 进而对邻近城市出

口质量产生 Ｕ型的间接效应， 且 Ｕ型曲线的拐点值要小于直接效应的值。

三、 模型设定、 变量测算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同时包含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两种空间相关关系， 能

得到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而且估计结果也是无偏的 （ ＬｅＳａｇｅ，
２００９） ［３５］。 因此， 本文设定了如下基本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

ｌ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 ρＷｌ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 β１ ｌｎＩｎｔｅｉｔ ＋ β２ＷｌｎＩｎｔｅ２ 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θ１ＷｌｎＩｎｔｅｉｔ ＋ θ２ＷｌｎＩｎｔｅ２ ｉｔ ＋ δ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εｉｔ （１）

式 （１） 中 ｉ、 ｔ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Ｑｕａｌｉｔｙ 为城市出口质量； Ｉｎｔｅ 为城市市

场一体化水平； Ｗ 为空间权重矩阵； ρ 为空间滞后项的系数； μ 为城市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误差项。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控制变量， 包括城市的城镇化率 （Ｃｉｔｉａ）、 人力资本

（Ｈｃａｐ）、 生产率 （Ｔｆｐ）、 财政支出 （Ｇｏｖ）、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劳均资本存量

（Ｋｌ） 和科技服务业占比 （Ｓｔｓｅ）。 城镇化进程用人口城镇化率表示； 人力资本用每

万人拥有大学生和教师人数的对数表示； 生产率采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表示，
测算所需的投入指标为城市资本存量和劳动力， 产出指标为城市实际 ＧＤＰ； 财政

支出用公共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 外商直接投资用人均外资的对数表示； 劳

均资本存量用单位劳动拥有资本存量的对数表示； 科技服务业占比用城镇单位的科

技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比表示。 Ｌｉｎｋ 和 Ｒａｍｓｅｙ 检验的 Ｐ 值均大于 ０ １， 表明模型设

定未遗漏重要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也能够进一步减少遗漏变量； 此外， 极大似然估

计法能解决空间滞后带来的内生性， 因而最大可能地减少了本文回归模型中存在的

内生性问题。
当被解释变量存在空间滞后时， 反馈效应会使 ＳＤＭ 的点估计系数不等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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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系数， 需采用偏微分方法将点估计结果分解为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并可得到

总效应 （Ｅｌｈｏｒｓｔ， ２０１４） ［３６］， 本文直接展示并分析分解后的效应。 空间权重矩阵 Ｗ
要反映城市间邻近性， 本文在基本分析和机制检验部分同时使用 ０－１ 邻接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经济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 以保证结论稳健性。 ０ － １ 邻接矩阵

（Ｗｉｊ） 为二进制地理邻接矩阵， 当两城市在行政地理上相邻接时， 矩阵元素为 １，
否则为 ０。 参考邵帅等 （２０１６） ［３７］、 韩峰等 （２０２０） ［３８］的做法， 经济与地理距离嵌

套矩阵 （Ｗｄｅｉｊ） 设定为经济距离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的加权和， 两矩阵权重各为

０ ５， 其中经济距离矩阵 （Ｗｅｉｊ） 设定为Ｗｅｉｊ ＝ １ ／ Ｅ ｉ － Ｅ ｊ ， Ｅｉ和 Ｅｊ为两城市在样本

期内的人均 ＧＤＰ 均值， 当 ｉ ＝ ｊ 时， Ｗｅｉｊ ＝ ０； 地理距离矩阵 （Ｗｄｉｊ） 设定为 Ｗｄｉｊ ＝
１ ／ ｄ２ｉｊ ， ｄｉｊ 为利用城市经纬度坐标求出的城市间直线距离， 当 ｉ＝ ｊ 时， Ｗｄｉｊ ＝ ０。 回归

估计时将各矩阵按行进行标准化处理。
（二） 主要变量测算

１ 市场一体化水平。 本文参考盛斌等 （２０１１）、 曹春方等 （２０１８） 的做法，
基于分类的 ＣＰＩ， 利用价格指数法测得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公式如下：

Ｉｎｔｅｉｔ ＝ １ ／
１
４０

×∑ ４０

ｓ ＝ １∑
８

ｋ ＝ １
Δ ｑｋ

ｉｓｔ － Δ ｑｋ
ｔ( ) （２）

其中， Δ ｑｋ
ｉｓｔ ＝ ｌｎ ｐｋ

ｉｔ ／ ｐｋ
ｓｔ( ) － ｌｎ ｐｋ

ｉ， ｔ －１ ／ ｐｋ
ｓ， ｔ －１( ) 为第 ｔ 年第 ｋ 类商品在长三角城市 ｉ

与城市 ｓ 间的相对价格变动， ｐｋ
ｉｔ 、 ｐｋ

ｉ， ｔ －１ 分别为第 ｔ 年、 第 ｔ－１ 年时， 第 ｋ 类商品在

城市 ｉ 的 ＣＰＩ， ｐｋ
ｓｔ 、 ｐｋ

ｓ， ｔ －１ 分别为第 ｔ 年、 第 ｔ－１ 年时， 第 ｋ 类商品在城市 ｓ 的 ＣＰＩ；

Δ ｑｋ
ｔ 为第 ｔ 年第 ｋ 类商品在所有城市的平均价格变动， 以消除与商品自身有关的因

素所带来的系统偏误； Δ ｑｋ
ｉｓｔ － Δ ｑｋ

ｔ 为第 ｔ 年第 ｋ 类商品在城市 ｉ 与 ｓ 间的相对价

格变动方差。 测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由根号下市场分割的倒数所表示， 因而市场一

体化水平越高， 市场分割越低。
２ 城市出口质量。 本文采用学界广泛使用的需求函数倒推法测算城市出口质

量， 参考施炳展 （２０１３） ［３９］的做法， 得到以下产品质量估计方程：
ｌｎｑｉｔｆｃｊ ＋ σｌｎｐｉｔｆｃｊ ＝ ｘ ｊ ＋ ｘｃｔ ＋ εｉｔｆｃｊ （３）

其中， ｑ 和 ｐ 分别为 ｔ 年城市 ｉ 企业 ｆ 的 ｊ 产品在出口目的国 ｃ 的需求量和价格；
ｘ ｊ 为 ＨＳ６位码产品固定效应； ｘｃｔ 为目的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本文所需要的每个

企业的每种产品出口质量就是估计出的残差 εｉｔｆｃｊ 除以 σ －１。 然后， 将城市 ｉ 企业 ｆ 的 ｊ
产品质量通过下式标准化：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ｆｊ，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ｆｊ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ｍｉｎ）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ｍａｘ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ｍ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ｍａｘ 为最大的产品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ｍｉｎ 为最小的产品质量。 最后， 按

照将每个企业的每种产品出口质量加总到城市层面， 获得城市 ｉ 在相应年份的出口质

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 ＝ ∑ ｆ∑ ｊ
ｘｉｆｊ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ｆｊ，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其中 ｘｉｆｊ 为城市 ｉ 企业 ｆ 的 ｊ 产品的出口额

占城市 ｉ 出口总额的比重。
（三） 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源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以及各城市的统计年鉴。 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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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数据库的出口产品详细数据仅到 ２０１５年， 而部分城市缺失 ２００５年及以前的统计

年鉴， 无法获得分类 ＣＰＩ 指数， 鉴于数据可得性， 本文选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

４１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总观测值为 ４１０， 回归工具为 Ｍａｔｌａｂ。

四、 实证分析

（一） 区域出口质量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历年Ｍｏｒａｎｓ Ｉ如表 １所示。 由表 １可得， 长三角历年出

口质量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值均为正值， 大部分年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２０１１ 年以后的值

较大且显著性更强， 说明区域空间联系相对紧密。 结果表明长三角各城市的出口质

量存在空间正相关性， 即邻近城市间的出口质量表现出 “同高或同低” 的特征。
该检验结果表明需使用空间计量进行回归估计。

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区域出口质量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Ｗ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Ｗｉｊ ０ ０４ ０ １３∗ ０ ０９ ０ １９∗∗ ０ １４∗ ０ １３∗ ０ ４１∗∗∗ ０ ３１∗∗∗ ０ ３３∗∗∗ ０ ３２∗∗∗

Ｗｅｉｊ ０ ０６ ０ １０∗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０ １４∗∗ ０ １７∗∗ ０ １９∗∗∗ ０ １３∗∗

Ｗｄｅｉｊ ０ ０６ ０ １３∗∗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１０∗ ０ １８∗∗∗ ０ ２０∗∗∗ ０ ２３∗∗∗ ０ １７∗∗

注：∗、∗∗和 ∗∗∗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二） 市场一体化影响区域出口质量的基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表 ２第 （１） — （４） 列为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质量的基本估计结果， 本文主

要关注市场一体化的效应， 未展示并分析控制变量的效应。 ρ 为空间滞后项系数；
ＬＭ （ ｌａｇ）、 Ｒ－ＬＭ （ ｌａｇ） 为空间滞后关系检验及其稳健性检验， ＬＭ （ ｅｒｒｏｒ）、 Ｒ－
ＬＭ （ｅｒｒｏｒ） 为空间误差关系检验及其稳健性检验， 用以判断是否应该使用 ＳＤＭ。

表 ２第 （１） 列为普通面板数据模型， 市场一体化的一次项系数、 二次项系数

分别显著为负、 正， 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区出口质量呈 Ｕ 型影响， 由于忽视空

间效应， 这一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 表 ２ 第 （２） — （４） 列依次为 Ｗｉｊ 、 Ｗｅｉｊ 、
Ｗｄｅｉｊ 下的估计结果， 各列 ρ均显著为正， 再次表明长三角各城市的出口质量存在

空间正相关性。 三列中的 ＬＭ、 Ｒ－ＬＭ 检验表明不能忽视各模型中存在的空间滞后

与误差关系， 因此需使用 ＳＤＭ。
在三类权重矩阵估计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的市场一体化一次项系

数均显著为负， 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区、 邻近城市和整个

区域的出口质量都呈现显著的 Ｕ型非线性影响。 此外， 不同矩阵下直接效应的 Ｕ型

曲线拐点值分别为 ５９ ３４、 ６５ ５８、 ５９ ９０， 均高于传统未考虑空间因素模型所估计的

４２ ７３， 这意味着在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 市场一体化要达到较高水平才能提升本

地区的出口质量； 间接效应的 Ｕ型曲线拐点值分别为 ４６ ９０、 ４９ ８７、 ４９ ７７， 均小于

直接效应的拐点值， 表明随着本地区与其他城市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 会先对邻近

城市的出口质量产生提升作用， 可能是因为部分邻近城市企业是通过 “搭便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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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入本地市场， 市场一体化的创新抑制效应较小， 使得间接效应的 Ｕ型曲线拐点

处的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低； 总效应 Ｕ型曲线拐点值大小分别 ４７ ５７、 ５１ １６、 ５２ １８， 均

介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拐点值之间， 长三角整体市场一体化水平在 ２０１０年以后大

于 ５２ １８， 并总体呈上升趋势， 因而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将推动长三角出口质量升级。

表 ２　 市场一体化影响城市出口质量、 城市创新的估计结果

变量

城市出口质量 城市创新

普通
面板 ＦＥ Ｗｉｊ Ｗｅｉｊ Ｗｄｅｉｊ Ｗｉｊ Ｗｅｉｊ Ｗｄｅｉｊ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直
接
效
应

间
接
效
应

总
效
应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０ ３８３∗∗∗ 　 －０ １９６∗ 　 －０ ２５１∗∗ 　 －０ ２２１∗ 　 －６ ００８∗∗∗ 　 －６ ８２７∗∗∗　 －６ ６２６∗∗∗

（－２ ９５） （－１ ７７） （－２ １３） （－１ ９７） （－３ ３２） （－３ ９９） （－３ ７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７∗ ０ ７６０∗∗∗ ０ ８７３∗∗∗ ０ ８４３∗∗∗

（３ １２） （１ ７７） （２ ０５） （１ ８８） （３ ３４） （４ ０８） （３ ７６）
－０ ７８５∗∗ －１ ０７９∗∗∗ －１ ２６６∗∗∗ －１７ ６３９∗ －２２ ３５９∗ －２５ １６９∗∗

（－２ ３７） （－３ ２９） （－３ ４４） （－１ ８２） （－１ ９６） （－２ ０５）
０ １０２∗∗ ０ １３８∗∗∗ ０ １６２∗∗∗ ２ ４１４∗ ２ ９５２∗∗ ３ ３０２∗∗

（２ ４７） （３ ４０） （３ ５５） （２ ００） （２ ０９） （２ １７）
－０ ９８１∗∗ －１ ３３０∗∗∗ －１ ４８７∗∗∗ －２３ ６４７∗∗ －２９ １８６∗∗ －３１ ７９５∗∗

（－２ ６２） （－３ ５５） （－３ ６６） （－２ １７） （－２ ３２） （－２ ３６）
０ １２７∗∗∗ ０ １６９∗∗∗ ０ １８８∗∗∗ ３ １７３∗∗ ３ ８２５∗∗ ４ １４５∗∗

（２ ７２） （３ ６４） （３ ７３） （２ ３４） （２ ４６） （２ ４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ρ 　 　 ０ ３８９∗∗∗ 　 　 ０ ２７２∗∗∗ 　 　 ０ ３１３∗∗∗ 　 　 ０ ７３９∗∗∗ 　 　 ０ ７２３∗∗∗ 　 　 ０ ７３６∗∗∗

（６ ７６） （３ ９７） （４ ４１） （２４ ０１） （２０ ８７） （２０ ６５）
Ｒ２ ０ １９ ０ ７４ ０ ７５ ０ ７５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０ ９８
Ｌｏｇ－Ｌ １０１０ １８ １０１７ １０ １０１６ ６６ －５９ ２１ －５１ ２１ －４１ ４６
ＬＭ （ｌａｇ） １８ ２３∗∗∗ ９ ７３∗∗∗ １３ ９２∗∗∗ １３３ ７５∗∗∗ ２２０ ２９∗∗∗ ３３１ ２４∗∗∗

Ｒ－ＬＭ （ｌａｇ） １ ７１ １９ ８０∗∗∗ ４６ ５２∗∗∗ １１ ７７∗∗∗ １８８ ２４∗∗∗ ５３３ ０５∗∗∗

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１７ ０２∗∗∗ ３ １９∗ ３ ６５∗ １４２ １５∗∗∗ ６６ ８４∗∗∗ ８７ ７１∗∗∗

Ｒ－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０ ５０ １１ ８７∗∗∗ ３６ ２５∗∗∗ ２０ １６∗∗∗ ３４ ７８∗∗∗ ２８９ ５２∗∗∗

注：∗、∗∗和 ∗∗∗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三） 关于城市创新作为影响渠道的检验

机制分析部分提到城市创新是市场一体化对出口质量产生 Ｕ 型直接效应及空

间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 本部分以城市创新水平的对数替代式 （１） 中的出口质量

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进行机制检验。 本文参考李政等 （２０１９） ［４０］的做法， 使用能反

映城市创新质量的创新能力来衡量城市创新水平①。
表 ２第 （５） — （７） 为市场一体化影响城市创新的估计结果。 表 ２第 （５） —

（７） 列中的 ρ均显著为正， 表明长三角城市创新有空间正相关性， 四项 ＬＭ、 Ｒ－
ＬＭ检验值同时显著， 表明使用 ＳＤＭ是有效的。 估计结果显示， 在不同矩阵估计结

果中，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市场一体化一次项系数均能显著为负， 二次

项系数均能显著为正， 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区、 邻近城市以及区域的创新都有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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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 Ｕ型非线性影响。 在不同矩阵下， 间接效应的 Ｕ 型曲线拐点值最小， 表明提

高市场一体化先对邻近城市的创新产生促进作用。 以上结果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出

口质量的影响特征高度一致， 因此， 城市创新是市场一体化对出口质量产生 Ｕ 型

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
（四） 空间溢出效应的省域边界和地理距离检验

空间溢出效应往往受到省域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的影响， 本部分进一步考察市

场一体化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省域边界以及覆盖的地理距离， 在考察同省城市

间效应时不考虑上海， 表 ３为省域边界和地理距离效应的检验结果。
本文使用 ０－１ 邻接矩阵 （Ｗｉｊ） ， 将城市邻接矩阵区分为同省相邻接和异省相

邻接， 以检验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省域边界， 表 ３ 第 （１） — （２） 列为省域边

界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 ３ 第 （１） 列中 ＬＭ、 Ｒ－ＬＭ 检验的显著性一致， 说明使用

ＳＤＭ是有效的， 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能对同省内邻接城市的出口质量产生显著空

间溢出效应； 第 （２） 列的四项检验均不显著， 即模型不存在空间关系， 表明异省

邻接城市间的出口质量无明显空间关联， 且市场一体化对异省邻接城市的出口质量

无空间溢出效应， 这可能受到省域行政边界阻隔的影响。 因此， 市场一体化的空间

溢出效应存在于同一省份相邻接的城市之间， 省域间存在较强的市场边界效应。

表 ３　 省域边界和地理距离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省域边界效应 同省地理距离效应

同省邻接 异省邻接 １００－２００ｋｍ ２００－３００ｋｍ ＞３００ｋｍ
（１） （２） （３） （４） （５）

直
接
效
应

间
接
效
应

总
效
应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０ ２７３∗∗ －０ ４４７∗∗∗ －０ ２７７∗∗ －０ ３３８∗∗ －０ ４６３∗∗∗

（－２ ２８） （－２ ６８） （－２ ２４） （－２ ６３） （－２ ６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９∗∗∗

（２ ２７） （２ ７７） （２ ２１） （２ ６５） （２ ７１）
－０ ７９０∗∗ －０ ８４９∗∗ －０ ７６０∗∗∗

（－２ ３８） （－２ ６２） （－２ ７９）
０ １０３∗∗ ０ １１１∗∗∗ ０ ０９７∗∗∗

（２ ３０） （２ ７８） （２ ９０）
－１ ０７３∗∗∗ －１ １２６∗∗∗ －１ ０９８∗∗∗

（－２ ７０） （－２ ９８） （－３ ４８）
０ １３８∗∗∗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１∗∗∗

（２ ７９） （３ １１） （３ ５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ρ ０ ３５６∗∗∗ ０ ３５８∗∗∗ ０ ２１０∗∗∗

（６ ６９） （６ １１） （３ ５０）

Ｒ２ ０ ７３ ０ ３２ ０ ７３ ０ ７０ ０ ３０

Ｌｏｇ－Ｌ ９８４ ９３ ９８５ ４４ ９６６ ６８

ＬＭ （ｌａｇ） ２３ ７５∗∗∗ ２ ４１ ２５ １４∗∗∗ ９ ７４∗∗∗ ２ ２４

Ｒ－ＬＭ （ｌａｇ） ２ ６７ ２ ３２ ２ ５５ ０ ０１ ２ ５８

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２１ ５１３∗∗∗ ０ １０ ２２ ７４∗∗∗ １１ ０９∗∗∗ ０ ０９

Ｒ－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０ ０６ ０ ０１ ０ １３ １ ３５ ０ ４４

注：∗、∗∗和 ∗∗∗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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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检验同省城市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地理距离， 本文按照金培振等

（２０１９） ［４１］的做法， 以地理权重矩阵 （Ｗｄｉｊ） 为基础， 将同省城市间地理距离划分

为 １００－２００ｋｍ、 ２００－３００ｋｍ、 大于 ３００ｋｍ等距离区间， 矩阵内异省或在距离区间以

外的元素计为 ０， 表 ３第 （３） — （５） 列为地理距离效应的检验结果。 第 （３） —
（４） 列的 ＬＭ、 Ｒ－ＬＭ显著性一致， 应使用 ＳＤＭ， 估计结果表明在 １００－２００ｋｍ、 ２００－
３００ｋｍ的距离内， 市场一体化对同省城市的出口质量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第 （５）
列的四项 ＬＭ、 Ｒ－ＬＭ检验均不显著， 表明模型不存在任何空间效应。 因此， 当同省

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小于 ３００ｋｍ时， 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五） 产品异质性分析

为了检验市场一体化是否对城市不同产品的出口质量有差异性影响， 本文根据

ＢＥＣ标准将出口产品分为消费品、 资本品和中间品。 Ｗｄｅｉｊ 同时包含地理和经济距

离， 故本文使用 Ｗｄｅｉｊ 和 Ｗｉｊ 进行估计， 表 ４为产品异质性估计结果。

表 ４　 产品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消费品 资本品 中间品

Ｗｉｊ Ｗｄｅｉｊ Ｗｉｊ Ｗｄｅｉｊ Ｗｉｊ Ｗｄｅｉｊ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直
接
效
应

间
接
效
应

总
效
应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０ ０１３ －０ １１１ －１ ４９４∗∗∗ －１ ５６０∗∗∗ －０ ３５４∗∗∗ －０ ３７２∗∗∗

（０ ０９） （－０ ７３） （－４ ２６） （－４ ７６） （－２ ８７）（－３ 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４ ０ １９０∗∗∗ ０ １９９∗∗∗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８∗∗∗

（－０ １１） （０ ７２） （４ ３３） （４ ８６） （２ ９６）（３ ０７）

－１ ４０４∗∗∗ －２ ２１１∗∗∗

（－３ ５６） （－３ ９９）

０ １７９∗∗∗ ０ ２８０∗∗∗

（３ ６５） （４ ０９）

－１ ３９１∗∗∗ －２ ３２２∗∗∗

（－３ １２） （－３ ７９）

０ １７７∗∗∗ ０ ２９４∗∗∗

（３ １９） （３ ８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ρ 　 　 ０ ３０３∗∗∗ 　 　 ０ ３７１∗∗∗ 　 　 ０ １０９∗ 　 　 ０ ２２７∗∗∗ 　 　 ０ ２７１∗∗∗ 　 　 ０ ２８８∗∗∗

（４ ９３） （５ ４９） （１ ６９） （３ ０７） （４ ４１） （４ ０８）

Ｒ２ ０ ６５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７１ ０ ７５ ０ ７５

Ｌｏｇ－Ｌ ８９０ ８５ ９０１ ９６ ９９８ ８１ ５６０ ７５ ９６０ ６３ ９５８ ８

ＬＭ （ｌａｇ） ２６ ３５∗∗∗ ２４ ５１∗∗∗ ９ ７１∗∗∗ ９ ８８∗∗∗ ５ ５１∗∗ ６ ４１∗∗

Ｒ－ＬＭ （ｌａｇ） ３８ ７５∗∗∗ ２４ ９１∗∗∗ １８ ７８∗∗∗ ５８ ０１∗∗∗ ３ ７９∗ ５１ ５１∗∗∗

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９ ７６∗∗∗ １２ １６∗∗∗ ２ ０３ ０ ５６ ３ １２∗ ０ ４５

Ｒ－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２２ １７∗∗∗ １２ ５６∗∗∗ １１ １０∗∗∗ ４８ ６９∗∗∗ １ ４０ ４５ ５６∗∗∗

注：∗、∗∗和 ∗∗∗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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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第 （１） — （２） 列是消费品的估计结果， 四项 ＬＭ、 Ｒ－ＬＭ 检验均通过，
可使用 ＳＤＭ， 估计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对邻近城市以及区域的消费品出口质量有

显著的 Ｕ型影响， 间接说明本地区消费品出口质量变动明显受邻近城市市场开放

的影响。 本地区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使邻近城市的消费品进入本地市场， 由于部分

邻近城市并未同步采取市场一体化策略， 创新抑制效应较低， 且与创新促进效应大

小仍有显著差异， 因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第 （３） — （４） 列是资本品估计结果， 两列的 ＬＭ （ｅｒｒｏｒ） 检验均未通过， 相

对来说应使用无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 估计结果表明， 市场一体化对本地

区的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质量产生显著的 Ｕ型影响。
第 （５） — （６） 列是中间品估计结果， 两列的 ＬＭ （ｅｒｒｏｒ） 或 Ｒ－ＬＭ （ｅｒｒｏｒ）

检验显著性较差， 相对来说应使用空间滞后模型， 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仅对本地区

的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质量产生显著的 Ｕ 型影响。 与消费品不同， 地方政府更依

赖于资本品、 中间品行业来实现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升级、 参与地区竞争， 因而存

在更强政府干预现象， 若邻近城市未在相应领域采取市场开放策略， 那么本地区会

对其实施相应的市场分割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邓明， ２０１４） ［４２］， 因而部分邻近城市

的资本品和中间品企业很难通过 “搭便车” 进入本地区市场， 使空间溢出效应不

显著， 这反映出资本品、 中间品领域的市场壁垒可能还较大。
（六） 企业进入退出效应分析

市场分割往往使本地区低效率或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影响城

市出口质量变动。 本文参考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 ［４３］的做法， 获得企业进入、 退出出口

市场所引起的城市出口质量增量， 以探究市场一体化对这两部分的影响，
表 ５为企业进入退出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 ５ 第 （１） — （２） 列的四项 ＬＭ、

Ｒ－ＬＭ检验均显著， 可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估计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通过影响邻近

城市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进而对邻近城市的出口质量增量产生显著的倒 Ｕ 型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 当市场一体化水平低于一定水平时， 市场壁垒还较高， 生产较高质

量产品的异地企业相对容易进入本地市场， 企业凭借产品优势获得本地市场份额，
进而降低平均成本、 进入出口市场， 最终提高了邻近城市出口质量的增量； 当市场

一体化达到一定水平后， 市场一体化使更多生产较低质量产品的异地企业进入本地

市场， 进而进入出口市场， 最终降低了邻近城市出口质量的增量。
第 （３） — （４） 列四项 ＬＭ、 Ｒ－ＬＭ检验均显著， 应使用空间杜宾模型。 对比

来看， 两列估计结果的市场一体化的直接效应均显著， 表明市场一体化通过影响本

地区企业退出出口市场， 进而对本地区的出口质量增量产生显著的 Ｕ 型影响， 可

能的原因是： 市场一体化能够减少政府干预、 加强市场竞争， 使得依赖于地方保护

的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 而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相对较低， 最终提高了

本地区出口质量的增量； 当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水平后， 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可

以通过进入国内异地市场来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不利于企业退出出口市

场， 最终降低了本地区出口质量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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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企业进入退出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进入 退出

Ｗｉｊ Ｗｄｅｉｊ Ｗｉｊ Ｗｄｅｉｊ
（１） （２） （３） （４）

直
接
效
应

间
接
效
应

总
效
应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ｌｎＩｎｔｅ

ｌｎＩｎｔｅ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９２∗∗∗

（０ ５６） （０ ４４） （２ ８１） （３ ２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６２） （－０ ５０） （－２ ７８） （－３ ２７）
０ ３５４∗∗∗ ０ ３０６∗∗ －０ ０５８ －０ １９７∗∗

（３ ７５） （２ ３７） （－０ ８２） （－２ ５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５∗∗

（－３ ８４） （－２ ４４） （０ ８６） （２ ６２）
０ ３７９∗∗∗ ０ ３２６∗∗ ０ ０１９ －０ １０６
（３ ８５） （２ ３１） （０ ２２） （－１ ２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４
（－３ ９８） （－２ ４０） （－０ １８） （１ ２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ρ 　 　 ０ １３８∗∗ 　 　 ０ １６５∗∗ 　 　 ０ ２７９∗∗∗ 　 　 ０ １８５∗∗∗

（２ １０） （２ １２） （４ ４３） （２ ３９）
Ｒ２ ０ ４５ ０ ４６ ０ ３１ ０ ３１
Ｌｏｇ－Ｌ １３７３ ６５ １３７６ ９５ １５９４ １２ １５９８ ２２
ＬＭ （ｌａｇ） １７ ８３∗∗∗ １４ ３１∗∗∗ ２４ ９１∗∗∗ １４ ０６∗∗∗

Ｒ－ＬＭ （ｌａｇ） ６９ ３２∗∗∗ ２１ ９９∗∗∗ ８ ５１∗∗∗ ５ ９４∗∗

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４ ４７∗∗ ４ ３８∗∗ １９ ３９∗∗∗ １０ ４２∗∗∗

Ｒ－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５５ ９５∗∗∗ １２ ０６∗∗∗ ２ ９９∗ ３ ３１∗

注：∗、∗∗和 ∗∗∗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 ｔ值。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出口增速放缓、 出口质量亟待升级的背景下， 研究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区域出

口质量升级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长三角 ４１ 个城市数

据， 实证分析了市场一体化对区域出口质量的影响，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市场一

体化会对本地区、 邻近城市和整个区域的出口质量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显著影响，
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城市创新而产生的； 第二， 市场一体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受

到省级行政边界阻隔， 只存在于同省邻接的城市间， 且同省相距 ３００公里以上的城

市间也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第三， 市场一体化只对本地区的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

质量有倒 Ｕ型影响， 说明资本品和中间品领域还存在较高市场壁垒， 而市场一体

化对邻近城市的消费品出口质量有倒 Ｕ 型影响， 说明邻近城市消费品出口质量变

动明显受本地区市场开放的影响； 第四， 市场一体化能影响本地区企业退出出口市

场以及邻近城市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进而影响出口质量升级。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市场一体化对邻近城市出口质量的

空间溢出效应受省域边界、 地理距离等因素影响， 应继续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建

设， 需消除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利益藩篱以降低省域间市场边界效应， 需加强交通

设施建设以扩大市场一体化的地理范围， 需加强区域协同发展， 降低资本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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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品行业的区域同构现象， 建全区域间产业分工的利益补偿机制， 从而降低资本

品、 中间品领域的市场壁垒。 第二， 市场一体化通过城市创新渠道影响本地区及

邻近城市的出口质量升级， 因而应增强市场一体化的创新驱动作用， 需拓宽企业

创新融资的渠道， 减少因市场开放而造成的企业创新资金耗散， 需加强跨区域企

业间的创新合作， 加速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 需致力于优化城市税收、 法律等制

度环境， 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第三， 从当前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视角

来看， 一方面， 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有利于挖掘并增强区域投资、 消费潜力， 推

动企业产品创新、 内需规模扩张以及内需结构升级， 从而增强内循环能力； 另一

方面， 有利于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为出口贸易长期增长提供动力， 从而

加强内循环在促进外循环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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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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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ＣＯＲＳＥＴＴＩ， Ｇ ， ＭＡＮ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Ｐ， ａｎｄ ＰＥＳＥＮＴＩ 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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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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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９）： ７３－８８
［３８］ 韩峰， 阳立高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 ———一个集聚经济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

的综合框架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０ （２）： ７２－９４＋２１９
［３９］ 施炳展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 测度与事实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３ （１）： ２６３－２８４
［４０］ 李政， 杨思莹  创新型城市试点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了吗？ ［Ｊ］ ．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１９ （８）： ７０－８５
［４１］ 金培振， 殷德生， 金桩  城市异质性、 制度供给与创新质量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９ （１１）： ９９－１２３
［４２］ 邓明  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研究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４ （２）： １８－３０
［４３］ 苏丹妮， 盛斌， 邵朝对  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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