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１　　　　 －

贸易与中国企业的创新质量

———来自企业专利质量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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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贸易活动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

影响， 并探讨了其内在传递机制及异质性表现。 研究结果表明： 稳定持续的贸易活

动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质量； 贸易活动的学习吸收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提升了企业

创新质量， 成本效应和竞争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质量。 异质性分析显示， 贸易行为

持续时间更长、 范围更大的企业， 与贸易对象国收入水平更相近的企业， 以及全球

生产链中位置更高的企业， 其创新质量提升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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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 资本边际报酬下降趋势的出现， 中国经济进入从高速发展转

向高质量发展的结构转型期。 应对因全球经济增速趋缓所引起的贸易保护以及新型

冠状肺炎病毒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的重创， 确保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 提升自主创新质量是引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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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循环动能和有力支撑。 中国当前的技术水平与世界技术领先

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国际循环中的技术转移仍是弥补中国技术缺口、 提升中

国自主创新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技术许可等国际技术转移渠道中， 贸易对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幅度较大 （王华等， ２０１０； 黄志勇， ２０１３）， 其将通过学习吸

收效应、 要素配置效应、 成本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

升。 首先， 企业在贸易活动中通过吸收转化世界前沿知识、 技术等以提升创新能力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Ｙａｎｇ 和 Ｍａｌｌｉｃｋ， ２０１０）。 其次， 贸易活动将促使企业的

要素配置比例趋向资本密集型。 资本与技术更易结合的特征从技术创新的需求方面

促使企业开展更多研发活动。 再次， 贸易活动拓展了企业的市场范围， 规模经济和

范围经济将有效降低企业成本、 增加企业利润空间， 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持续的资

金来源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２００５）。 最后， 贸易引致的竞争效应促使企业为存活和

发展而持续保持产品的竞争优势， 刺激企业重视研发投入。 然而， 上述影响机制也

可能抑制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提升。 例如， 如果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世界前沿技术差

距较大， 学习吸收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引致的企业创新可能仅是低水平模仿而非高

质量创新， 企业将沦为先进技术的俘获者而非赶超者。 成本效应和竞争效应也可能

导致技术水平并不存在优势的企业处于低价竞争阶段， 遏制企业对高质量创新的投

入 （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７）。
因此， 贸易活动对技术后发国家创新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 但其影响渠道在不

同情境下可能会存在差异。 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 如何从贸易渠道提升自主创新

质量、 降低对技术领先国家的依赖性， 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 为此， 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文摘数

据库为基础构建企业面板数据集， 检验贸易活动对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并探讨这一影响的内在传递机制及异质性表现。 相比以往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

有： （１） 聚焦创新质量。 以往文献更多关注企业的创新数量， 但量变不等同于质

变， 在中国强调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深入分析贸易这一国际循环的主要构成部分

对中国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更为贴近时代发展特征。 （２） 对比分析不同的贸易活

动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以往研究更多针对进口或出口一个方面， 本文对比分析

了出口、 进口或混合贸易活动的差异化影响， 结论表明混合贸易企业从贸易活动中

获取的技术转移效应最大， 进口和出口的作用均不容忽视。 （３） 影响机制的综合

分析。 以往研究多从学习效应或竞争效应等单一机制分析贸易的技术转移效应， 本

文从四种机制出发较为系统地检验了贸易对创新质量的影响路径。

一、 文献综述和影响机制分析

对技术后发国家而言， 技术转移是追赶世界前沿、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途

径。 国际贸易是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方式之一。
首先， 贸易活动将改变企业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比例。 相比

仅服务国内市场的企业， 从事贸易活动的企业对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的追求更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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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一方面， 上下游行业中的技术先进国家企业通过设备销售或技术交易等方式， 满

足其对中间投入品质量和标准的要求； 另一方面， 出生率持续降低和人口老龄化趋势

导致劳动力相对资本的价格上升。 贸易伙伴方的技术要求与企业的生产成本压力， 导

致贸易企业趋向以资本替代劳动力。 资本更易和技术结合的特征， 将增加企业对技术

创新的投入，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郑妍妍和郭瑞琪， ２０２１）。 然而， 贸易引致的要素

配置效应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对资本、 设备的高度依赖可能导致企业成为技术的跟随

者， 技术领先国家也会依赖生产链上的优势地位， 促使上下游行业中的技术后发国家

频繁更换其要求的技术或设备， 遏制企业自主创新的可能性 （张杰等， ２００８）。
其次， 贸易活动的成本效应。 一方面， 企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将面临更大的固

定成本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贸易活动增加的生产成本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减少

了企业相应的研发投入； 另一方面， 广阔的国际市场形成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长期来看将降低企业的成本和经营风险、 扩大企业的利润空间， 进而可支撑企业的

创新活动。 与此同时， 进口 （尤其是中间品） 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使企业的

核心员工和研发投入集中在创新活动环节，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企业创新产出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Ｇｕ， ２００４；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２００５； Ｂｕｓｔｏｓ， ２０１１）。 从这一机制出发

可推论得出， 相比贸易对象国或产品种类较单一的企业， 贸易对象国较多或产品种

类多样化的企业更能从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中获得成本优势。
再次， 企业的学习能力在贸易与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

用。 出口企业通过了解国际市场中产品需求的变化以及行业内竞争对手的技术优

势， 获取关于产品或技术更新升级的最新信息， 并在对世界前沿技术的模仿学习过

程中逐渐提升创新能力 （ Ｙａｎｇ 和 Ｍａｌｌｉｃｋ， ２０１０； Ｍｅｎｄｏｚａ， ２０１０；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２０１３）。 企业也可通过进口高技术产品或技术服务， 学习吸收其中蕴含的新知识、
新工艺和国外研发投资的最新成果， 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自主创新水平 （Ａｍｉｔｉ 和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１０； 郑亚莉等， ２０１７）。 然而， 企业对知识、 技术

的学习吸收能力， 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将其转化升级。 当企业对前沿技术的吸收转化

能力较差时， 学习吸收效应将转变为俘获效应， 对先进技术的依赖将挤出企业的自

主创新投入， 陷于低质量模仿陷阱 （Ｌｉｕ 和 Ｑｉｕ， ２０１６； Ｄｉｎｇ 等， ２０１６）。
最后， 贸易活动引致的竞争效应也将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竞争导致生产

率较高的企业最终存活于市场中 （Ｈｏｐｅｎｈａｙｎ， １９９２； Ａｓｐｌｕｎｄ 和 Ｎｏｃｋｅ， ２００６），
而技术创新可帮助企业逃离低价竞争。 企业在竞争程度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中， 为

维持生存必须提高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 以获得差异化产品、 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Ｂｌｏｏｍ 等， ２０１６）。 然而， 技术和知识的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与人力， 这个投

入过程长且充满不确定性。 当企业具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 （例如专利或技术垄断

等） 和市场势力时， 较大的超额利润空间将为企业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 贸易对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并不唯一， 针对中国相关问题

的文献研究也没有达成一致结论， 仍需进一步研究。 第一， 大量文献的机制分析中

更多关注学习吸收能力的作用 （项松林和马卫红， ２０１３； 胡翠等， ２０１５）， 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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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机制的检验。 第二， 研究多是从进口或出口一个方向出发 （李兵等， ２０１６；
李平和史亚茹， ２０２０）， 缺少对二者的比较分析。 第三， 创新指标的构建上更多考

虑创新数量 （魏浩等， ２０１９； 王雄元和卜落凡， ２０１９）， 而鲜少考虑创新质量。 因

此， 本文将基于企业面板数据检验贸易活动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传递

机制， 并进一步探讨贸易模式的异质性对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差异化影响。

二、 数据、 模型及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 中国专利文摘数据库和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提供了企业的进出口选择、 进出口规模、 进出口来源

地和产品种类等贸易方面的数据信息。 中国专利文摘数据库提供了企业专利申请、
专利种类、 专利被引证数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是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质量测算的数

据来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中国所有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

个体特征、 财务信息以及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数据信息， 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

其他重要因素的数据来源。
在数据清理和匹配方面， 首先， 采用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的方法， 对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的原始数据进行清理， 以减少数据的测量误差。 具体包括： 依据企业的

个体代码、 名称以及主要产品、 邮政编码和电话等信息， 对企业在年份间进行重新

匹配， 避免同一家企业被重复记录； 剔除同年重复记录的企业； 删除观测值有明显

错误或不符合会计法则的企业； 剔除规模较小的企业 （从业人员少于 ８ 人的企

业）。 然后， 根据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的 “两步法”， 采用企业名称、 年份以及

企业所在地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后七位， 合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

库。 最后， 依据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和年份将合并后的数据集与中国专利文摘数据库

进行匹配， 形成包含企业专利数据、 进出口数据和企业层面特征数据的面板数据

集。 根据核心变量数据的相对完整性， 将研究区间设定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二） 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是否选择贸易活动对其创新质量的影响， 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ｅｘｐｉｔ ＋ β２ ｉｍｐｉｔ ＋ β３ｅｘｐｉｍｐｉｔ ＋ ∑γｆｉｒｍｉｔ ＋ δｙｅａｒｔ ＋ εｉｔ （１）

式 （１） 中， 下标 ｉ 代表企业， ｔ 代表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自主创新质量， 核心解释变量 ｅｘｐｉｔ、 ｉｍｐｉｔ和 ｅｘｐｉｍｐｉｔ均为虚拟变量， 分别表示

企业 ｉ 在 ｔ 年是否有出口行为、 进口行为或同时从事进出口活动， 三个虚拟变量的

设定可对比分析不同的贸易行为选择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差异化影响。 ｆｉｒｍｉｔ为影响

企业创新质量的控制变量， 包括企业规模、 年龄、 生产率、 资本劳动密集度、 利润

率、 负债比率和企业所有制等。 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面板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对式 （１） 进行估计， 并在模型中加入代表年份的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ｔ控制时间或经济周期等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e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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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进出口规模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α０ ＋ α１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ｉｔ ＋ α２ ｉｍ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ｉｔ ＋ ∑γｆｉｒｍｉｔ ＋ δｙｅａｒｔ ＋ εｉｔ 　 （２）

式 （２） 中核心解释变量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ｉｔ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出口额， ｉｍ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ｉｔ为企

业 ｉ 在 ｔ 年的进口额， 其他变量设定与模型 （１） 一致。 为控制异方差对估计结果

的影响， 上述模型中除虚拟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均以自然对数形式出现。

（三）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企业的创新质量 （ｐａｔｅｎｔ）
本文采用企业专利的被引证数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测算企业的创新质量， 并在

稳健性检验中以企业专利的知识宽度衡量企业的创新质量。 专利的被引证数是一项

专利在后来的专利或非专利文献中被引用的总数， 代表了专利在初创性和通用性方

面的优势， 一般来说在技术研发领域中更具有开创性或应用性较强的专利会被更多

地引用， 因此可用其反映技术的创新质量， 这也是目前相关文献中普遍应用的指标

（Ｔｒａｊｔｅｎｂｉｒｇ， １９９０； Ｈａｒｈｏｌｌ 等， １９９９；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１３； Ｈｓｕ 等， ２０１４； 李长英和

赵忠涛， ２０２０）。 中国专利文献数据库记录了企业每一项专利的历年被引证数， 本

文加总企业专利在每年的被引证数， 用其衡量企业的创新质量。
专利的知识宽度主要反映了专利知识的复杂程度， 体现了一项技术研发的跨领

域交叉程度。 这种方法由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８） 提出， 他们的思路是根据企业专

利的分类号， 计算企业专利分类号中涵盖的大组数量， 如果企业专利中包括的大组

数量越多， 说明企业专利的知识宽度越广， 创新质量越高。 具体计算公式： ｐａｔｅｎｔ
＿ｋｗ ＝ １ － Sa

２， 其中， a表示专利分类号中大组分类所占的比重。 类似于赫芬达尔

指数对市场集中度的测算方法， Sa
２测度了专利分类号中大组类别的集聚性， 因

此， 当 ｐａｔｅｎｔ＿ｋｗ 值越大， 说明专利中蕴含的知识越分散于各大组， 表明专利的知

识宽度越大。 本文根据 “企业－年份－专利” 三个维度将专利层面的知识宽度加总

到企业层面， 在加总过程中采用了中位数方法， 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２． 核心解释变量———企业的进口和出口

本文依据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的贸易状态， 将企业分为四类： 非贸易企业、
仅出口型企业、 仅进口型企业和混合贸易型企业 （既从事出口又从事进口）， 并以

此构建了模型 （１） 中代表贸易扩展边际的三个核心解释变量， 仅选择出口的企业

ｅｘｐｉｔ， 仅选择进口的企业 ｉｍｐｉｔ， 以及既选择出口也选择进口的混合贸易企业

ｅｘｐｉｍｐｉｔ， 这三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 取值为 “１” 时代表企业选择对应贸易活动。
模型 （２） 中代表贸易集约边际的出口规模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ｉｔ和进口规模 ｉｍ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ｉｔ， 以

中国海关数据库中报告的企业出口额和进口额测度。
３． 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还控制了影响创新

质量的其他企业层面因素。 具体包括： （１） 企业规模 （ ｓｃａｌｅ）， 以企业年末就业人

数衡量。 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获得规模经济效应， 降低成本并提高承担风险的能

力。 （２）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以当年与企业注册成立年的差值计算。 企业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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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长， 越可能具备一定的市场势力或较高的生产率， 更有能力开展创新活动。
（３） 生产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以企业工业总产值除以就业人数衡量。 劳动生产率越

高， 企业对新知识、 新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越强。 （４） 资本劳动密集度 （ｋｌ）， 以

企业固定资产合计额除以就业人数计算。 企业生产要素中的资本投入越高， 企业对

技术的需求越大， 将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５） 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以企业利润总

额除以工业销售产值计算。 利润盈余是企业技术研发的内源融资渠道。 （６） 负债

比率 （ｄｅｂｔ）， 以企业负债合计除以工业销售产值计算。 企业偿付债务的能力体现

了企业技术研发的外源融资能力。 融资能力是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制约因素。 （７）
企业所有制， 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的方法按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设定 ５ 个虚拟

变量， 分别是国有企业 （ ｓｏｅｓ）、 集体企业 （ ｃｏｅｓ）、 民营企业 （ｐｒｉｖａｔｅ）、 中国港澳

台资企业 （ｈｍｔｉｅ） 以及外资企业 （ ｆｉｅｓ）。 表 １ 为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ａｔｅｎｔ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０８５ ０ ４４３ ０ ０００ １０ ２９０

ｐａｔｅｎｔ＿ｋｗ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０ ０ ６９３

ｅｘｐｉｍｐ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０７２ ０ ２５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ｅｘｐ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０１９ ０ １３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ｉｍｐ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０９２ ０ ２８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２ ２９１ ５ ２５３ ０ ０００ ２３ ２６０

ｉｍ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１ ３９５ ４ ０８７ ０ ０００ ２３ ２２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５ ４７６ １ １４３ －９ ４９０ １６ １００

ｋｌ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３ ６５７ １ ３８４ －０ ０８６ ７ １７７

ｓｃａｌｅ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４ ９０６ １ ０８０ ２ ４８５ ７ ７７５

ａｇｅ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２ ０５４ ０ ７９０ ０ ０００ ４ １７４

ｐｒｏｆｉｔ ３ ２５９ ７４９ ０ ０３８６ ０ １１３ －０ ５７０ ０ ４０２

ｄｅｂｔ ３ ２５８ ７４９ －１ １５７ １ ４４０ －５ ９６７ ２ １８１

ｓｏｅｓ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１８２ ０ ３８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ｃｏｅｓ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０９６３ ０ ２９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ｐｒｉｖａｔｅ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５２８ ０ ４９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ｈｍｔｉｅ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０９４８ ０ ２９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ｆｉｅｓ ３ ２６１ ５８５ ０ ０９８３ ０ ２９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注： 除虚拟变量 ｅｘｐｉｍｐ、 ｅｘｐ、 ｉｍｐ、 ｓｏｅｓ、 ｃｏ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ｈｍｔｉｅ 和 ｆｉｅｓ 之外， 其余变量均以自然对数形式出现；
创新质量 ｐａｔｅｎｔ、 ｐａｔｅｎｔ＿ｋｗ 存在 “０” 值， 而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存在负值， 在取自然对数前均采用加 “１” 处理。

三、 估计结果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

模型 （１） 主要检验是否从事贸易活动对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 估计结果

以及相应的稳健性检验见表 ２。 表 ２ 列 （１） 的估计结果显示， 无论仅从事出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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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企业， 或同时从事进出口的混合贸易企业， 其自主创新质量均显著高于仅服务

国内市场企业。 首先， 混合贸易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最高， 比仅服务国内市场企业

高出 １０ １％； 其次为仅从事出口企业， 其创新质量比仅服务国内市场企业高出

４ ８％； 最后是仅从事进口企业， 其创新质量比仅服务国内市场企业高出 ４ １％。

表 ２　 是否从事贸易活动对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

项目
（１） （２） （３）

基准估计结果 稳健性检验－双向因果 稳健性检验－专利知识宽度

ｅｘｐｉｍｐ ０ １０１∗∗∗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ｅｘ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ｉｍ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ｋｌ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ａｇｅ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ｄｅｂ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企业所有制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 ２７４∗∗∗ －０ １１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观测值 ３ ２５８ ４８１ ２ １６６ ４４５ ３ ２５８ ４８１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 ∗、 ∗∗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
同。 为节省篇幅， 未报告企业所有制的具体估计结果， 备索。 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
物编辑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阅” 栏目查询、 下载。

模型 （２） 主要检验贸易规模对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 表 ３ 中估计结果显

示， 当企业从事贸易活动后， 稳定持续增长的贸易规模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自主创新

质量： 当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增长 １０％， 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上升了 ０ ２３％； 当进

口企业的进口额增长 １０％， 创新质量上升了 ０ １５％； 对于混合贸易企业来说， 出

口额和进口额每增长 １０％， 企业的创新质量就分别提升 ０ ２９％和 ０ １１％。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双向因果

创新质量的提升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生产率水平越高的企业越可能从事贸

易活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将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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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多数文献做法， 本文采用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替代当期项进入模型， 这将消除

解释变量和模型误差项的当期相关性， 在大样本条件下可获得一致估计量。 估计结果

参见表 ２ 中列 （２） 及表 ４ 中列 （１） 至列 （３）， 无论是贸易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

际对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 且估计系数与基准结果相差不大。

表 ３　 贸易规模对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

项目
（１） （２） （３）

出口企业 进口企业 混合贸易企业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ｉｍ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ｌ

ｓｃａｌｅ

ａｇ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ｄｅｂｔ

企业所有制

年份

常数项

观测值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９４∗∗∗ ０ ０７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８６８∗∗∗ －０ ９９２∗∗∗ －１ １４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５）

５３３ ４４８ ３５８ ９９４ ２９８ ４３５

２ 测量误差

为避免被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专利的知识宽度衡

量企业的创新质量， 并估计了贸易活动对中国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结果参见表 ２
中列 （３） 及表 ４ 中列 （４） 至列 （６）。 估计结果显示， 企业是否选择贸易活动以

及企业的贸易规模均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质量， 仅是影响幅度有所降低。
综上， 在考虑了双向因果以及测量误差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 基准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估计结果依然成立。 国际循环中的贸易渠道发挥了显著的技术

转移效应， 选择贸易活动的企业相比仅服务国内市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自主创新质

量， 并且一旦企业从事贸易活动后， 贸易规模的稳定增长带来了企业自主创新质量

的显著提升。 此外， 出口和进口活动对企业创新质量同等重要， 同时从事进出口活

动的企业的创新质量提升效应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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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稳健性检验

项目

双向因果 专利知识宽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出口企业 进口企业 混合贸易企业 出口企业 进口企业 混合贸易企业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ｉｍ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控制变量

年份

常数项

观测值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５３２∗∗∗ －０ ５４２∗∗∗ －０ ７１１∗∗∗ －０ １９８∗∗∗ －０ ２１６∗∗∗ －０ ２４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３７５ ７２１ ２６２ ９８２ ２１９ ３５８ ５５０ ９４４ ３６８ ７３８ ３０６ ２７５

注： 为节省篇幅， 省略了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的报告， 结果备索。

（三） 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提到， 贸易活动将通过学习吸收效应、 要素配置效应、 成本效应以及竞争

效应四种途径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 在此， 本文将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方法对要素配

置效应和成本效应进行检验， 通过交叉项的设计或分组回归方法对学习吸收效应和

竞争效应的调节机制予以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具体如下：

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ｒａｄｅｉｔ ＋ ∑γｆｉｒｍｉｔ ＋ δｙｅａｒｔ ＋ εｉｔ （３）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ａｄｅｉｔ ＋ β２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ｔ ＋ ∑γｆｉｒｍｉｔ ＋ δｙｅａｒｔ ＋ εｉｔ （４）

式 （３） 和式 （４） 中， 变量 ｔｒａｄｅｉｔ表示企业的贸易活动， 在扩展边际下表示企

业是否出口、 是否进口或是否同时从事进出口， 在集约边际下表示企业的出口额和

进口额。 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ｔ表示发挥中介效应的变量， 包括企业的资本劳动密集度 （ｋｌｉｔ） 和

生产成本 （ｃｏｓｔｉｔ）， 其他变量设定与模型 （１） 中一致。 本文主要关注两个系数的

估计结果， 其中， a１表示贸易活动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β２表示中介变量对企业自主

创新质量的影响。 当a１和 β２均显著不为 “０” 时， 表明这一中介变量将是贸易影响

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重要传递机制。
１． 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

表 ５ 汇总了要素配置效应的检验结果。 a１和 β２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均显

著为正， 这表明贸易活动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资本密集度。 随着要素投入中资本

密集度的上升， 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得以显著提高。 其中， 进口的要素配置效

应尤为突出， 中国企业在技术或设备的进口中并没有被先进技术所俘获而丧失自主

创新能力。 贸易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与成本压力， 将促使企业增加对资本要素和技

术要素的投入， 资本与技术更易结合的特征增加了企业对先进技术的需求， 这将激

励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 敦促企业提高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 进而有利于

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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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要素密集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贸易活动
贸易对要素密集度的影响

a１

要素密集度对创新质量的影响
β２

出口企业
仅出口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０∗∗∗

出口额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４∗∗∗

进口企业
仅进口 ０ １１５∗∗∗ ０ ０１０∗∗∗

进口额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０∗∗∗

进出口企业

进出口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０∗∗∗

出口额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０∗∗∗

进口额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０∗∗∗

注： 仅出口、 仅进口和进出口代表企业是否选择出口、 进口或进出口。 为省略篇幅， 仅报告了核心解释变量
的估计结果， 完整估计结果备索。

２． 生产成本的中介效应

本文采用企业的实际工业销售产值与实际营业利润的差额度量企业的生产成本

（ｃｏｓｔ）， 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生产成本的影响机制， 估计结果见表 ６。 a１和 β２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均是显著的， a１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活动增加了中国企

业的生产成本， β２的估计结果显示生产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质量。 这意味

着， 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企业在研究样本区间并未实现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贸易

活动导致更多的生产成本增加效应。 生产成本增加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增加了

企业创新投入的融资难度， 因而不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

表 ６　 生产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贸易活动
贸易对生产成本的影响

a１

生产成本对创新质量的影响
β２

出口企业
仅出口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出口额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９∗∗∗

进口企业
仅进口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进口额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０∗∗∗

进出口企业

进出口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１∗∗∗

出口额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７∗∗∗

进口额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７∗∗∗

３． 学习吸收能力的调节机制

知识的学习和吸收过程中主要的投入要素是技能人才， 企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

比重越大， 企业对技术的吸收和转化能力也就越强， 为此本文以企业的职工技能结

构来衡量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 ２００４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报告了企业中具备研

究生、 本科、 大专、 高中以及初中毕业的职工人数， 据此本文计算了企业中具有研

究生学历的职工比例 （ ｓｙｊｓ）、 本科生学历职工比例 （ ｓｂｋ）、 大专学历职工比例

（ ｓｄｚ）、 高中毕业职工比例 （ ｓｇｚ） 和初中毕业职工比例 （ ｓｃｚ）， 并检验了这些指标

和企业出口额或进口额的交叉项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表 ７ 估计结果显示， 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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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技能人才比例 （研究生、 本科或大专） 的上升， 贸易规模对企业创新质量

的促进作用得以大幅度增加。 然而， 企业低技能劳动力比例的上升 （高中或初

中）， 却削弱了贸易规模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机制。 只有对领先技术具备一

定的学习吸收能力， 企业才可能有效吸收转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才能逐渐从技术

的跟随者或模仿者转变为高质量创新者。

表 ７　 学习吸收能力的调节机制

项目
（１） （２）

出口额 进口额

ｓｙｊｓ＿ｔｒａｄｅ

ｓｂｋ＿ｔｒａｄｅ

ｓｄｚ＿ｔｒａｄｅ

ｓｇｚ＿ｔｒａｄｅ

ｓｃｚ＿ｔｒａｄｅ

控制变量

地区

行业

常数项

观测值

０ １４７∗∗∗ ０ １４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２４１ －０ ３６５∗∗

（０ １７０） （０ １５９）

４０ １５１ ３０ ７７８

４． 竞争效应的影响机制

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算企业所在行业的集中度， 用 “１” 减赫芬达尔指数

测算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 （ｃｏｍｐ）， 并将大于中位数的行业视作竞争程度较大

行业， 将低于中位数的行业视为竞争程度较小行业， 分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 ８。 首

先， 无论是竞争程度较大或较小行业， 贸易活动均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
但这种提升效应在竞争程度较小行业中更大。 随着市场竞争程度上升， 贸易活动对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作用逐渐缩小， 过度的竞争效应抑制了中国贸易企业的自

主创新质量。 具体来说， 竞争较小行业中企业的出口规模对创新质量的影响要比竞争

较大行业高出 ４５％， 竞争较小行业中进口规模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要比竞争较大行

业中的高出 ２ 倍。 知识或技术的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长期过程， 需要大量资金

和人力资本投入， 这就要求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 一方面， 企业可以由于垄断利

润的存在避免融资约束的限制， 而一方面也可以承担创新失败带来的沉没成本。 因

此， 对中国贸易企业来说， 并不是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促进创新能力提升， 而是在企

业具备一定的市场势力和竞争优势后更能大幅度提升其创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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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竞争的影响机制

项目
（１） （２）

行业竞争较小 行业竞争较大

ｅｘｐｉｍｐ

ｅｘｐ

ｉｍｐ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ｉｍ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Ｐａｎｅｌ Ａ 贸易的广延边际———是否进出口

０ １２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Ｐａｎｅｌ Ｂ 贸易的集约边际———出口额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Ｐａｎｅｌ Ｃ 贸易的集约边际———进口额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四、 异质性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贸易模式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差异化影响。
具体地， 本文主要考虑企业在贸易持续时间、 贸易范围、 贸易对象国以及贸易产品

的生产链位置等方面的异质性表现。

（一） 贸易活动持续性的异质性分析

创新从投入到产出需要较长时间， 而从贸易渠道获得的技术转移以及随后的吸

收转化也需要较长时间， 因此贸易活动的持续时间将对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提升带

来差异化影响。 本文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界定贸易活动的持续时间， 将连续每年仅

从事出口的企业定义为 “永久仅出口企业” （ｐｅｘ）， 连续每年仅从事进口的企业定

义为 “永久仅进口企业” （ｐｉｍ）， 连续每年同时从事进出口活动的企业定义为 “永
久混合贸易企业” （ｐｅｘｉｍ）。 如果仅出口企业并非连续每年出口， 将其定义为 “临
时仅出口企业” （ ｔｅｘ）， “临时仅进口企业” （ ｔｉｍ） 和 “临时混合贸易企业”
（ ｔｅｘｉｍ） 的界定方式与其类似。 表 ９ 列 （１） 显示， 贸易行为的持续性显著影响了企

业的自主创新质量， “永久混合贸易企业” “永久仅出口企业” 以及 “永久仅进口企

业” 的自主创新质量显著高出临时进出口企业约 １ ４ ～ １ ８ 倍。 持续稳定的贸易活

动使企业更容易了解市场需求信息和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 能较为全面地吸收转化

技术领先国家的先进技术。 同时， 较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也促使企业更加重视技

术以保持优势， 激励企业开展长期研发活动以立于不败之地。

（二） 贸易范围的异质性分析

贸易活动的范围既体现在企业产品进口或出口的国家数量上， 也表现在企业进

口或出口的产品种类多样性上。 贸易对象国的数量越多， 企业越能从贸易活动中获

得规模经济， 而产品种类多样性将使企业从贸易活动中获得范围经济。 规模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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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贸易活动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贸易活动的

持续性
贸易对象
国数量

贸易产品种
类数量

贸易对象国
收入水平

全球生产链
位置－出口

全球生产链
位置－进口

ｐｅｘｉｍ

ｐｅｘ

ｐｉｍ

ｔｅｘｉｍ

ｔｅｘ

ｔｉｍ

ｅｘｐｏｒｔｒａｎｇｅ

ｉｍｐｏｒｔｒａｎｇｅ

ｅｘｐｏｒｔ＿ｈｉｇｈ

ｅｘｐ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

ｅｘｐｏｒｔ＿ｌｏｗ

ｉｍｐｏｒｔ＿ｈｉｇｈ

ｉｍｐ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ｌｏｗ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ｒ

ｅｘｐｏｒｔ＿ｆｉｎ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ｆｉｎａｌ

控制变量

年份

常数项

观测值

０ １４９∗∗∗

（０ ００４） — — — —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３） — — — —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７） — — — — —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３） — — — —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２） — — — —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３） — — — —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 —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 —

０ ０１６∗∗∗
— — —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４８∗∗∗
— — — （０ ００２） — —

－０ ００６
— — — （０ ００４） — —

０ ０３８∗∗∗
— — —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５５∗∗∗
— — — （０ ００３） — —

－０ １４３∗∗∗
— — — （０ ００５） — —

０ ０６４∗∗∗
— — —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４０∗∗∗
— — —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５７∗∗∗
— — — —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０∗∗∗
— — — — — （０ ００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２７６∗∗∗ －０ ６９５∗∗∗ －０ ７２６∗∗∗ －０ ２７９∗∗∗ －０ ２７５∗∗∗ －０ ２７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３ ２５８ ４８１ ５９４ ００７ ５９４ ００７ ３ ２５８ ４８１ ３ ２５８ ４８１ ３ ２５８ ４８１

范围经济的存在可以降低成本， 规避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扩大企业利润

空间， 有利于支撑企业的长期创新活动。 表 ９ 中列 （２） 至列 （３） 报告了贸易活

动范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其中， 变量出口范围 ｅｘｐｏｒｔｒａｎｇｅ 表示企业出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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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或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数量， 进口范围 ｉｍｐｏｒｔｒａｎｇｅ 表示企业进口国家数量或

进口产品种类数量。 估计结果显示， 伴随企业贸易对象国数量或贸易产品种类的增

加， 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均得以显著提升。 对比来看， 出口范围对创新质量的影响

力度大于进口， 贸易对象国数量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高于贸易产品种类数量。 据

此可以看出， 企业将从贸易活动范围拓展中获得显著的创新质量提升效应。

（三） 贸易对象国的经济发展程度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对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的需求存在典型的阶梯性特征， 收入

水平较高国家对新产品的需求较大、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较高。 贸易对象国经济发展

程度的差异性将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同程度的激励机制。 本文以虚拟变量刻画企业贸

易对象国的经济发展程度， 具体包括是否出口到高收入国家 （ ｅｘｐｏｒｔ＿ｈｉｇｈ）、 是否

出口到中等收入国家 （ ｅｘｐｏｒｔ＿ｍｉｄｄｌｅ） 和是否出口到低收入国家 （ ｅｘｐｏｒｔ＿ｌｏｗ）， 以

及是否从高收入国家进口 （ ｉｍｐｏｒｔ＿ｈｉｇｈ）、 是否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口 （ ｉｍｐｏｒｔ＿
ｍｉｄｄｌｅ） 和从低收入国家进口 （ ｉｍｐｏｒｔ＿ｌｏｗ）， 虚拟变量取值为 “１” 代表对应类型国

家， 取值为 “０” 代表其他类型国家①。 表 ９ 中列 （４） 的估计结果显示， 与中高收

入国家的贸易活动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质量， 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活动则降

低了企业的创新质量。 技术转移效应通常发生在技术差距较小的贸易伙伴国之间，
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开展贸易时， 较小的技术差距使企业更易吸收贸易渠

道的技术转移效应， 从而更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质量。 与低收入国家开展贸易

活动时， 由于企业现有技术已足够维持市场势力和竞争优势， 便不会对研发进行大

量投入， 最终将抑制企业的创新质量提升。

（四） 贸易产品的全球生产链位置

贸易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位置将导致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不尽相同。 当企

业位于全球生产链的中游和上游时， 将更多出口或进口中间品， 而当企业位于生产

链下游时， 将更多出口或进口最终品。 为此， 本文设定了 ４ 个虚拟变量以区分贸易

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中的位置， 具体包括企业是否出口中间品 （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ｒ）、 是否

出口最终品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ｎａｌ）、 是否进口中间品 （ ｉｍ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 和是否进口最终品

（ ｉｍｐｏｒｔ＿ｆｉｎａｌ）， 上述虚拟变量取值为 “１” 时表示对应行为， 取值为 “０” 表示其

他。 表 ９ 中列 （５） 至列 （６） 的估计结果显示， 无论是在全球生产链的中上游还

是下游， 贸易活动均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 然而中间品进口或出口

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高于最终品 ４０％～６０％。 全球生产链中位置越高， 意味

着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 企业为保持生产链中的优势位置必然需要对新产品、 新技

术的研发进行持续高额投入， 这将极大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 与此同时， 位于

生产链中游和上游位置的企业还将面临上下游行业对产品质量、 技术和生产效率的

高标准要求， 促使企业通过贸易活动获取相对更为低价的技术转移或溢出效应， 这

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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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启示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以企业的专利被引证数测量创

新质量， 经验分析了国际循环中的贸易活动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质量的影响。 研究

结果表明： （１） 贸易活动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 在考虑双向因果、
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后， 结论依然稳健； （２） 贸易活动的要素配置效应、 成本

效应、 学习吸收效应和竞争效应显著影响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 其中， 学习

吸收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质量， 成本效应和竞争效应则抑制了企

业的创新质量； （３） 出口和进口活动就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来说同等重要， 混合贸

易企业从贸易活动中获取的创新质量提升效应高于仅出口企业和仅进口企业； （４）
贸易活动持续时间越长、 贸易范围越大的企业、 贸易对象国是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

企业以及从事中间品进出口活动的企业将从贸易活动中获得更大的创新质量提升

效应。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和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的现实情况下， 中国长期

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呈现后力不足的发展态势， 以创新驱动替

代要素驱动成为保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发展模式。 技术创新的载

体是企业， 如何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质量已成为现阶段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

题。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 持续稳定增长的贸易规模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自主创

新质量。 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 国际贸易纠纷频发、 贸易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趋

势有所显现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依然要重视企业贸易活动的稳定性和广泛性， 应

该积极加入更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以稳定贸易企业的生产经营、 为贸易企业创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同时， 企业自身的学习能力在贸易引致的技术转移效应中发

挥了重要的调节机制， 中国贸易企业应脚踏实地选择与自身技术水平差距较小的

企业开展贸易活动， 这将最大限度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并且这一过程是动

态上升的， 伴随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 将会不断向上选择与企业技术差距相对较

小的技术领先企业开展贸易， 最终将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 逐渐

从技术的追赶者成为技术的领先者。 最后， 技术创新的高投入和产出的不确定

性， 需要构建政府参与的合作体系。 相比竞争引起的激励效应， 如何能够承担技

术创新的巨大试错成本对企业来说更为关键。 中国政府应采取税收、 融资担保等

相应措施， 积极引领企业间技术创新合作体系的形成， 加快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

业间的产学研体系的有效运转， 为直面国际市场需求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

金、 人员、 知识和风险分担的研发平台， 最大限度发挥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和经

济增长的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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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ｉａｎ Ｆｉｒｍｓ［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１， １０１（１）： ３０４－３４０
［２３］ ＣＯＥ Ｄ Ｔ，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５， ３９ （ ５ ）：

８５９－８８７
［２４］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Ｊ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５

（３）： １－２１
［２５］ＤＩＮＧ Ｓ， ＳＵＮ Ｐ， ＪＩＡＮＧ 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Ｍａｔｔｅｒ［Ｊ］ ．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７８（２）： １９７－２２７
［２６］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Ｐ Ｋ，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Ａ Ｋ， ＰＡＶＣＮＩＫ Ｎ，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１２５（４）： １７２７－１７６７
［２７］ＨＡＲＨＯＬＬ Ｄ， ＮＡＲＩＮ Ｆ， ＳＣＨＥＲＥＲ Ｆ Ｍ， ｅｔ 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ｅ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８１（３）： ５１１－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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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

［２８］ＨＯＰＥＮＨＡＹＮ Ｈ Ａ Ｅｎｔｒｙ， 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Ｌｏｎｇ Ｒｕ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１９９２， ６０（５）：
１１２７－１１５０

［２９］ＨＳＵ Ｐ， ＴＩＡＮ Ｘ， ＸＵ 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１２（１）： １１６－１３５

［３０］ＬＩＵ Ｑ， ＱＩＵ Ｌ 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Ｆｉｌｉｎｇ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０３（Ｃ）： １６６－１８３

［３１］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 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７１（６）： 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３２］ ＭＥＮＤＯＺＡ Ｒ Ｕ Ｔｒａ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 １２０（ ５４６）：
３１３－３５０

［３３］ＴＲＡＪＴＥＮＢＩＲＧ Ｍ Ａ Ｐｅｎｎｙ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Ｑｕｏｔｅ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０， ２１（１）： １７２－１８７

［３４］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Ｊ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ａｉｓ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６７（２）： ３７３－３９１

［３５］ ＹＡＮＧ Ｙ， ＭＡＬＬＩＣＫ 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Ｆｉｒｍｓ［Ｊ］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０， ３３（１０）： １２１８－１２４０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ＥＮＧ Ｙａｎｙａｎ１， ＧＵＯ Ｒｕｉｑｉ２， ＬＩ Ｌｅｉ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２０４；
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２７５；

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 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 ａｎｄ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 ｈａ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ｓｃｏｐｅ， ｃｌｏｓｅ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ｅ 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ｍｐｏｒｔ
（责任编辑　 刘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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