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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贸易比较优势视角，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估计检验中国贸易大国进

程中， 进口规模与结构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 本文构建了地级

市层面不同产品种类的进口指标， 并且以供给侧比较优势及分解指标作为中介变

量， 进一步揭示进口结构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初级产品和资本品进

口通过降低产品多样化和平均质量优势抑制创新， 而中间品和消费品进口则通过提

升产品多样化和平均质量优势促进创新；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中间品进口创新

促进效应显著； 金融危机后， 零部件、 资本品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由抑转促”。 由

此， 我国在转向贸易强国的发展进程中， 要高度重视贸易比较优势以及城市群产业

结构的优化， 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提升进口对于城市创新产出的带动溢出效应， 同

时增强城市群对于城市创新的支撑效能， 并以 “中国制造” 和 “中国服务” 驱动

外贸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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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叠加新冠疫情冲击， 大国博弈全面加剧， 全球经济秩序面

临深度调整。 地缘政治冲突、 贸易摩擦、 国际经济制裁等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 尤其是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逆全球化” 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如何

增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动力， 成为 “十四五” 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 中国更加关注进口以及进口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我国已经

连续 １１ 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国， 进口额呈现持续稳步增长趋势。 “十四五” 规划

也指出，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发挥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展

会平台作用”， 并且也相继出台 《关于 “十四五” 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

理》 等政策， 旨在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 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 增加优质产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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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增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重视进口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实

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 也有助于破解当前的科技壁垒和脱钩的问题，
提升我国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水平。 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创新成果的一个重要指

标， 有效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创新水平， 据统计，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我国实用新型

专利、 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都迅速攀升， 这表明我国城市创新水平正

呈逐年上升趋势。 因而， 在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 作为贸易大

国， 稳步增长的进口规模与进口结构如何促进城市创新产出， 成为当前理论界的

重要研究课题。
以往有关创新的多数研究表明， 进口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提高， 而

不同类型产品的进口对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学习和模仿附带在中间品上

的知识和技术水平、 与国外高素质人才的交流这一途径实现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

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最终品进口的自由化则加剧了进口国行业内竞争效应， 对企业

创新活动起到了激励作用， 进而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 （张杰， ２０１５［１］；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２］； Ｂｌｏｏｍ， ２０１６［３］）。 此外， 在贸易的比较优势方面， 已有文献大多强

调比较优势决定贸易结构 （鞠建东等， ２００４） ［４］， 贸易结构又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出

口行为和决策 （如企业选址、 产品开发等）， 进而影响企业创新产出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５］。 基于此， 本文试图从地级市比较优势， 解释中国贸易大国进口结构引致

城市出口比较优势变化对于地级市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 具体来说， 通过国际贸易

的前沿方法测算地级市比较优势， 检验贸易是否通过地级市比较优势的变化实现其

创新产出效应， 由此拓展既有研究视角。

一、 文献综述

（一） 关于进口影响效应的研究

学术界目前对进口影响效应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进口对生产率、 出

口、 技术复杂度、 消费者福利及创新的影响。
关于进口对生产率的影响， 现有文献基本持两类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 进口可

以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被称为 “进口中学”。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６］在验证人力资本对

增长率的重要作用时， 指出国家间进出口贸易可通过共享世界人力资本总额进而提高

每一个参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另一类观点认为， 进口对生产率的带动效果取决于企

业生产率本身， 进口对生产率较高的大型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太显著。 程虹等

（２０１８） ［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 （ＣＥＥＳ） 数据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中国制

造业企业存在中间品进口的 “自我选择效应”， 即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倾向于进口。
进口与出口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 部分文献选

择研究出口对进口的影响， 如 Ｍｅｌｖｉｎ 和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９） ［８］建立的服务贸易模型， 认为

服务的出口可以拉动进口。 其余研究则将重点放在进口对出口的影响上， 如 Ｍｏｄｙ 和

Ｙｉｌｍａｚ （２００２） ［９］发现 １９６７—１９９０ 年间， 机械设备的进口降低了出口导向国家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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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进而提升了出口产品整体竞争力；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６） ［１０］ 基于中国制造业的数据

发现扩大进口中间品投入的企业有更大的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 此外， 国内文献关于

进口对出口影响的角度还涉及出口复杂度、 出口多样化等 （张如庆， ２０１２） ［１１］。
在进口对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方面， 张如庆 （２０１２） 考察了生产者服务进口对

于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 发现前者对后者有明显促进作用。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１２］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从行业和企业

层面出发， 研究得出了进口自由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积极促进作用的结论。 除生

产率、 出口和技术复杂度外， 国内有关进口领域的研究还涉及社会福利等方面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１［１３］； 魏浩和付天， ２０１６［１４］）。
（二） 关于进口对创新影响的研究

目前， 国内外大部分关于进口对创新影响的研究多从企业视角出发， 探讨进口

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新产品产值、 专利活动等来影响企业创新水平。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１５］的研究表明， 贸易自由化使得高新技术的边际回报

更高， 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而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Ｈｏｗｉｔｔ
（１９９２） ［１６］的研究表明进口的大量增加会挤压企业利润空间， 迫使其大幅压缩研发

投入， 从而抑制创新水平的提高。 综合前人研究，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０１） ［１７］ 提出， 在

熊彼特效应 （即企业创新一旦成功， 会将别的企业排挤出市场） 和竞争逃离效应

（即竞争力较弱的企业会通过模仿学习而非创新投入来逃避竞争） 的共同作用下，
市场竞争对创新的影响呈现倒 “Ｕ” 型关系。 林薛栋等 （２０１７） ［１８］将创新量化为新

产品产值， 研究得出中间品进口自由化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竞争度较大行业的

企业创新， 抑制了垄断行业和资本密集行业的创新。 杨晓云 （２０１３） ［１９］进一步构造

企业当年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比例的指标来反映企业创新能力， 研究表明进口

多样化的中间产品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 张杰 （２０１５） 以专利申请数

量作为创新衡量指标，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对专利有抑制作用， 进口资本

品与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呈倒 “Ｕ” 型关系， 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起

促进作用。 何欢浪等 （２０２１） ［２０］利用企业的专利种类和被引用数刻画中国企业创新

的质量， 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我国企业创新的质量。
在不同的区域层面上， 王静和张西征 （２０１２） ［２１］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中国省际

面板数据， 实证得出高科技产品进口溢出显著提高了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进而提

升进口国的生产效率。 李平和姜丽 （２０１５） ［２２］运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也

发现企业会在消化吸收物化在进口中间品中的技术要素后再进行二次创新， 但如果

企业自身学习和研发能力薄弱， 反而会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中间品进口无法

有效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三） 关于进口对创新影响机制的分析

１ 不同进口产品种类的影响机制

本文参考联合国发布的广义经济类别分类标准 （ＢＥＣ）， 将城市进口品分为初级产

品、 零部件、 半成品、 资本品和消费品。 不同产品进口对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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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产品主要包括初级工业用品、 燃油和润滑油等资源类产品， 这些产品都具

有技术复杂度低且要素质量较低、 一般在产业链的最低端被广泛使用且对劳动力素

质要求很低的特点， 初级产品进口会抑制企业劳动力素质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 进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升 （张会清和唐海燕， ２０１１） ［２３］。
半成品主要是一些经过处理的工业用品、 食品和饮料、 燃油、 润滑油等， 由于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 对于投入品需求较大， 所以我国在使用这些经过一定

处理的半成品时可以学习并内化附带在产品上的知识和技术， 优化资源配置。 零部

件蕴含的技术含量较高， 尤其是现代制造前沿的机器、 电子等行业的精密零部件，
其核心技术大部分由发达国家所掌控， 所以中间品中的零部件进口带来的 “学习

效应” 和 “技术溢出效应” 都更强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国内企业通过与国外高素质

人才的交流以及进口附带的由出口国提供的一些技术指导和培训， 使得进口城市获

得了更多可利用、 可替代的中间品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１） ［２４］。
针对资本品而言， 进口资本品多为先进生产机器与设备， 但由于不需要经由加

工生产， 生产工人不需要了解物化在资本品中的技术就可以操作使用， 同时挤压了

本土机器设备厂商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 对本土装备制造业形成一定的挤出效

应。 尤其当进口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较低时， 资本品进口会引发 “逃离竞争

效应”， 企业为了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以持续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于是增加资本品

进口， 弱化了企业自主创新动力 （林薛栋等， ２０１７）。 针对消费品而言， 其技术含

量较低， 生产流程较为简单， 且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消费品的进口可能使得大量

国外相同或相近的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形成竞争效应， 进而提升了相关行业企业的

创新动力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２ 供给侧比较优势的影响机制

已有研究证明， 进口对于一国各层次的供给侧优势均会产生深远影响， 主要体

现在进口对于出口产品的价格、 质量、 多样化、 技术复杂度等方面的影响， 如杨连

星和张杰 （２０１７） ［２５］的研究表明， 进口能够促进出口商的 “学习效应”， 提升企业

生产率， 进而帮助企业克服进口来源国的贸易成本壁垒， 扩大企业的出口范围以提

升其自我选择能力， 最终促进企业稳定出口。 进一步， 出口比较优势又会对中国技

术创新和行业增长带来一定影响， 如 Ｆｅｄｅｒ （１９８２） ［２６］ 的研究表明， 出口部门与非

出口部门之间存在水平溢出效应， 非出口部门通过模仿学习出口部门的生产技术或

直接利用出口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 产生技术溢出。 Ｋｎｅｌｌｅｒ 和 Ｐｉｓｕ （２００５） ［２７］ 认

为出口对创新的垂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出口贸易过程中， 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促

使从事加工贸易的配套供应商进行技术改进， 进而带动一系列相关行业产生技术创

新的需求。 因而本文认为， 供给侧比较优势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极有可

能是进口影响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
３ 异质性影响检验

第一，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结构和我国经济发展走向带来了巨大

影响， 使我国进出口格局和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因而， 进口对城市创新的

影响机制可能因中国贸易结构的不同产生显著差异。 根据已有研究， 金融危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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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外部冲击， 对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需求减少机制、 成本提高机制和不确定性

机制来实现。
第二， 吴福象和刘志彪 （２００８） ［２８］的研究表明， 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存在要素空

间集聚的 “溢出效应”， 人力资本等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外部经济性和创新

效率， 城市通过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获取创新竞争优势， 加之促进其他要素的流

动， 进而推动了地区产业的技术创新。
综合上述两点， 本文以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并以城市群为基准对城市进行

分样本研究， 以厘清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城市群的集聚性特征下， 城市进口对于创新

能力的差异化影响机制。 本文首先提出假设， 对于零部件这样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进

口通过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对创新环境较好、 产业结构完善的城市群的创新产

生促进作用； 而对于产业发展较为落后、 不均衡的城市群， 进口零部件、 资本品这样

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 反而会因为恶性竞争效应和替代效应抑制其创新。

二、 计量模型与指标设计

（一）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进口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 本文在回归时对主要解释变量采取滞后

１ 期的处理。 选取三种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 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作

为被解释变量， 用以衡量城市的创新能力。 同时， 本文参考 ＢＥＣ 标准， 将城市进

口品分为初级产品、 中间品和最终品， 中间品进一步细分为零部件和半成品， 最终

品细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 本文的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ｐａｔｅｎｔｃｔ ＝ α０ ＋ α１ ｉｍｐｏｒｔｃ， ｔ －１ ＋ Ｘｃｔα２ ＋ γｃｉｔｙ ＋ γｙｅａｒ ＋ εｃｔ （１）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ｐａｔｅｎｔｃｔ 表示城市 ｃ 在 ｔ 年的年末授权专利。 由于进口对创新

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效应， 故本文对进口额作滞后一年的处理以确保检验结果的稳

健性， ｉｍｐｏｒｔｃ， ｔ －１ 表示城市 ｃ 在 ｔ － １ 年不同产品类型的进口额。 这里的产品包括：
一是初级产品、 中间品、 最终品； 二是初级产品、 零部件、 半成品、 资本品、 消费

品。 α０ 表示截距， α１ ， α２ 表示进口和控制变量 Ｘｃｔ 的系数。 γｃｉｔｙ 表示城市及固定效应，
γｙｅａｒ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ｃｔ 为残差项。

控制变量 Ｘ 包括： 出口总额 （ ｅｘｓｕｍ）， 出口会显著促进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

型专利的研发， 从而影响创新 （李兵等， ２０１６） ［２９］； 外商实际投资额 （ ｆｄｉ）； 城市

教育水平 （ｅｄｕ＿ｌｅｖｅｌ）， 采用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在城市总人口中的占比来反映城

市教育水平； 城市化率 （ ｃｉｔｙ＿ｒａｔｅ）， 用非农就业人数在从业人员中的占比表示；
资本密集度 （ｋｉ）， 用固定资产净额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资本密集度； 研发

支出 （Ｒ＆Ｄ）， 参照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８） ［３０］ 的方法， 将研发支出作为控制变量，
并选取城市财政科学支出作为城市研发支出的衡量指标。

（二） 中介变量的设定

本文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和 Ｘｕ （２０１９） ［３１］ 的方法对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分解。 基于

不变替代弹性的效应函数 （ＣＥＳ） 偏好结构对 Ｂａｌａｓｓａ 显性比较优势进行机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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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ＣＡ）， 使用几何平均值作为算数平均值的近似， 从而得到一系列比较优势分

解指标来记录该城市比较优势的来源。 具体分解结果如下：
ｌｎＲＣＡｉｃｔ ≈ ｌｎ（ＲＣＡＰ

ｉｃｔ） ＋ ｌｎ（ＲＣＡφＳ
ｉｃｔ ） ＋ ｌｎ（ＲＣＡＳ

ｉｃｔ） ＋ ｌｎ（ＲＣＡＮ
ｉｃｔ） ＋ ｌｎ（ＲＣＡφＤ

ｉｃｔ ）

　 　 　 　 　 　 　 　 ＋ ｌｎ［ＲＣＡｉｃｔ（Ｓ， ｗ～ ， Ｌ）］ ＋ ｌｎ［
ＮＭ

ｉｃｔ

ＮＥＭ
ｉｃｔ

æ

è
ç

ö

ø
÷ ／

ＮＭＧ
ｉｔ

ＮＥＭＧ
ｔ

æ

è
ç

ö

ø
÷ ］ （２）

其中 ｉ、 ｃ、 ｔ 分别代表产品 ＨＳ４ 位码、 地级市、 年份三个指标。 本文用 ｌｎＲＣＡ１ｉｃｔ

来表示分解的 ＲＣＡ 供给侧因素， 包括： 平均产品价格指数 ｌｎ（ＲＣＡＰ
ｉｃｔ） 、 平均产品质

量指数 ｌｎ（ＲＣＡφＳ
ｉｃｔ ） 、 产品差异化指数 ｌｎ（ＲＣＡＳ

ｉｃｔ） 、 产品多样性指数 ｌｎ（ＲＣＡＮ
ｉｃｔ） 。 用

ｌｎＲＣＡ２ｉｃｔ 表示分解的 ＲＣＡ 需求侧因素， 包括： 平均偏好指数 ｌｎ（ＲＣＡφＤ
ｉｃｔ ） 、 平均市场

规模 ｌｎ［ＲＣＡｉｃｔ（Ｓ， ｗ～ ， Ｌ）］ 、 消费者数量指数 ｌｎ［
ＮＭ

ｉｃｔ

ＮＥＭ
ｉｃｔ

æ

è
ç

ö

ø
÷ ／

ＮＭＧ
ｉｔ

ＮＥＭＧ
ｔ

æ

è
ç

ö

ø
÷ ］ 。 具体分解过程

如下：
ｌｎＲＣＡ１ｉｃｔ ＝ ｌｎ（ＲＣＡＰ

ｉｃｔ） ＋ ｌｎ（ＲＣＡφＳ
ｉｃｔ ） ＋ ｌｎ（ＲＣＡＳ

ｉｃｔ） ＋ ｌｎ（ＲＣＡＮ
ｉｃｔ） （３）

ｌｎＲＣＡ２ｉｃｔ ＝ ｌｎ（ＲＣＡφＤ
ｉｃｔ ） ＋ ｌｎ［ＲＣＡｉｃｔ（Ｓ， ｗ

～
， Ｌ）］ ＋ ｌｎ［

ＮＭ
ｉｃｔ

ＮＥＭ
ｉｃｔ

æ

è
ç

ö

ø
÷ ／

ＮＭＧ
ｉｔ

ＮＥＭＧ
ｔ

æ

è
ç

ö

ø
÷ ］ （４）

由于上述指标均是在 ＨＳ４ 位码产品层面， 为得到城市层面的一系列比较优势

指标， 本文采用出口额加权的方法将产品层面指标转化为城市层面。 首先， 使用地

级市层面企业海关数据， 计算每一个地级市 ＨＳ４ 位码产品年度出口额以及年度总

出口额； 然后， 根据地级市 ＨＳ４ 位码产品年度出口额占该地级市总出口额的比例

计算出该行业的权属 ｌｈｓ４， 最后对加权得到的数据进行加总， 具体公式如下：

　 　 　 　 　 　 　 　 　 ＲＣＡｃｔ ＝ ∑ ｌｈｓ４ｃｔｉ × ＲＣＡｃｔｉ （５）

按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 可以获得城市层面的一系列比较优势指标： ｌｎＲＣＡ１ｃｔ

表示城市层面 ＲＣＡ 供给侧比较优势指数， 包括： 平均价格指数 ｌｎＲＣＡｐ 、 平均质量

指数 ｌｎＲＣＡｑ 、 分散调整指数 ｌｎＲＣＡｓ 、 多样性指数 ｌｎＲＣＡｎ 。 ｌｎＲＣＡ２ｃｔ 表示城市层面

ＲＣＡ 需求侧比较优势指数。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按照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间中国海关数据库提供的 ２８９ 个地级市的数据， 将

ＨＳ６ 位码产品与 ＢＥＣ 分类产品编码匹配， 主要处理步骤如下： 首先， 提取产品代

码前 ６ 位， 生成 ６ 位产品代码； 其次， 用 ＨＳ９６、 ＨＳ０２、 ＨＳ０７ 代码转换表以及 ＢＥＣ
编码和 ＨＳ 编码转换表对产品代码进行转换， 然后在地级市层面加总， 得到地级市

ＢＥＣ 五种分类下各类产品的进出口数据。
地级市层面微观数据根据国泰君安数据库整理得到， 主要有各地级市人口、 就

业、 财政收支、 各地级市国民生产总值、 各地级市外商直接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与

消费。 在计算各地级市实际 ＧＤＰ 时， 利用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以上年为 １００ 的

生产总值指数计算 ＧＤＰ 平减指数， 最后计算出地级市层面的实际 ＧＤＰ。 此外， 通

过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 获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的城市层面实用新型专

利、 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以及当年专利总授权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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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分析

（一） 进口对城市专利的影响估计

本文通过计量模型豪斯曼检验， 所得结果表明适用固定效应模型， 因而本文面

板采用固定效应估计。 同时， 本文进一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 ＩＶｒｅｇ２） 估计方

法， 且对不随时间变动的地区特征和年份效应进行控制， 再次检验进口对城市专利

的影响效应。 此外， 为缓解城市面板数据可能带来的异方差问题， 本文采用异方差

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 考虑到进口对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时滞性， 同时为了缓解各

控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张杰 （２０１５） 检验

进口对创新影响效应的方法， 在回归时对主要解释变量进行滞后 １ 期的处理。
针对两阶段最小二乘 （ＩＶｒｅｇ２） 估计， 本文虽然在模型中纳入了一系列反映城

市异质性特征的控制变量， 并通过固定效应排除了其他不随年份变化的因素对城市

创新造成的影响， 但仍可能无法有效解决进口和城市创新之间由于逆向因果关系导

致的内生性问题， 因而有必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加以处理。 本文参照张杰

（２０１５） 的方法， 采用以海关 ＨＳ６ 位码匹配并按照城市各类产品进口额加权得到的

进口关税作为工具变量。 从影响机制来看， 一方面， 进口关税的高低必然会影响城

市进口规模的大小， 同时城市的进口贸易结构也会产生相对应的调整； 另一方面，
进口关税不会对城市的研发创新活动造成直接影响。 因此， 本文选用进口关税作为

工具变量， 以检验进口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
表 １ 第 （１）、 （２） 列显示了进口初级产品、 中间品和最终品对城市专利影响

的检验结果， 初级产品进口对城市专利并未产生显著作用， 中间品进口对城市专利

表 １　 进口对城市专利总量影响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专利授权量 专利授权量 专利授权量 专利授权量

（１） （２） （３） （４）
ＸＴｒｅｇ ＩＶｒｅｇ２ ＸＴｒｅｇ ＩＶｒｅｇ２

Ｌ ｌｎＰＲ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００３ －０ １７４４ －０ ００２２ －０ １２０９
（０ ０４） （－０ ４６） （－０ ３２） （－０ ４２）

Ｌ ｌｎ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２４６∗∗∗ ０ ０３２１∗

（２ ６７） （１ ６６）

Ｌ ｌｎＦＩ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２５８∗∗∗

（－２ ６６） （－２ ９４）

Ｌ ｌｎＳＥ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２６３∗∗

（２ ５８） （２ ３１）

Ｌ ｌｎＰ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５３３∗∗

（３ １２） （２ ０２）

Ｌ ｌｎＣ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３０４∗∗∗

（－２ ８４） （－３ ４３）

Ｌ ｌｎＣＯ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５１７∗∗∗ ０ ０７２１
（３ ２３） （１ ３０）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２ ６６０ ２ ５８７ ２ ６６０ ２ ５８７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表示基于异方差标准误得到的回归系数估
计值双尾检验的 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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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最终品进口对城市专利呈现一定的抑制效应。 本文按照

ＢＥＣ 分类法将进口产品细分为初级产品、 半成品、 零部件、 资本品和消费品五类，
并分别检验其对城市专利产生的影响， 结果如第 （３）、 （４） 列所示： 初级产品和

最终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不明显， 而中间品进口中半成品和零部件均对技术创新起

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最终品中的资本品对城市创新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上述估计结果验证了如下结论： 初级产品由于物化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较低， 被

广泛使用于产业链最低端且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很低， 因此这类产品进口会因竞争带

来的熊彼特效应抑制创新水平的提升； 中间品本身技术复杂度高， 正向技术溢出效

应明显， 故能够促进创新水平提升； 资本品由于是成套的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 不

需要经由加工生产， 因而生产工人不需要了解物化在资本品中的技术就可以操作使

用， 同时大量进口资本品会挤压本土机器设备厂商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 对本土

装备制造业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 因而资本品的进口对创新造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消费品的进口使得国外大量相同或相近的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形成竞争效应， 倒逼

相关企业提升创新研发水平， 进而对国内企业的研发创新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发明专利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 而实用新型以及外观设计

专利通常能反映一个城市加工贸易的发展情况。 表 ２ 列示了不同种类进口产品对三

种专利授权量的影响。 结果与基准估计一致， 中间品进口显著促进了发明、 实用新

型与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增长， 初级产品与最终品进口则相反。 其中， 零部件进口对

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 进一步验证了零部件进口对于实际创新水平提升的重

要作用； 资本品系数相对较小， 这是因为进口先进机器设备虽然产生了一定的规模经

济， 对城市发明专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由于其操作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溢出有

限， 且生产设备具有专用性的特征， 因而其对创新的促进效应微乎其微。

表 ２　 进口对城市三种专利的影响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业 外观设计专利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 ｌｎＰＲ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５０２∗∗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３５５
（－３ ５９） （０ ２３） （－２ ２８） （－２ １５） （０ ７６） （－１ ６４）

Ｌ ｌｎ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４７４∗∗∗ ０ ２３７９∗∗∗ ０ ３８３８∗∗∗

（８ ３２） （１６ ２３） （１２ ８６）

Ｌ ｌｎＦＩ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４６８∗∗∗ －０ ０９５５∗∗∗ －０ ４５７３∗∗∗

（５ １３） （－４ ０６） （－９ ５５）

Ｌ ｌｎＳＥ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２８０∗∗∗ ０ ２３９９∗∗∗ ０ ３９４２∗∗∗

（５ １５） （１６ ４５） （１３ ４３）

Ｌ ｌｎＰ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３００７∗∗∗ ０ ３０３０∗∗∗ ０ ７１４５∗∗∗

（１５ １６） （５ ７１） （６ ６９）

Ｌ ｌｎＣ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３８０ －０ ３１５６∗∗∗

（２ ６８） （－１ ６３） （－６ ７３）

Ｌ ｌｎＣＯｉｍｓｕｍ ０ １０５１∗∗∗ －０ ３３７４∗∗∗ －１ ０２５８∗∗∗

（６ ３０） （－７ ５５） （－１１ ４１）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２ ６６０ ２ ６６０ ２ ６６０ ２ ６６０ ２ ６６０ ２ ６６０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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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介效应机制

本文率先提出假设， 进口通过改变城市比较优势进而促进城市创新， 并运用中

介变量法对该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参考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 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步骤， 首先构建如下递归方程进

行识别检验：
　 　 ｐａｔｅｎｔｃｔ ＝ α０ ＋ α１ ｉｍｐｏｒｔｃ， ｔ －１ ＋ α２ Ｘｃｔ ＋ γｃｉｔｙ ＋ γｙｅａｒ ＋ εｉｔ （６）
　 　 ＲＣＡｃｔ ＝ β０ ＋ β１ ｉｍｐｏｒｔｃ， ｔ －１ ＋ β２ Ｘｃｔ ＋ δｃｉｔｙ ＋ δｙｅａｒ ＋ εｉｔ （７）
　 　 ｐａｔｅｎｔｃｔ ＝ ｋ０ ＋ ｋ１ ＲＣＡｃｔ ＋ ｋ２ ｉｍｐｏｒｔｃ， ｔ －１ ＋ ｋ３ Ｘｃｔ ＋ θｃｉｔｙ ＋ θｙｅａｒ ＋ μｉｔ （８）
从表 ３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供给侧比较优势， 方程 （７）、 （８） 中系数

β１、 ｋ１ 均表现出显著性， 说明进口—供给侧比较优势—城市创新的中介效用作用

渠道存在， 进口可以通过影响城市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城市创新发展水平， 而进口

对需求侧比较优势不存在显著影响。 因而本文选用供给侧比较优势作为中介变量

具有合理性。

表 ３　 比较优势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比较优势 专利授权量

（１） （２） （３）

ｌｎＲＣＡ１ ｌｎＲＣＡ２ ｐａｔｅｎ ｔｃｔ

ｌｎＲＣＡ１ ０ ００３３∗

（１ ８４）

ｌｎＲＣＡ２ －０ ００２７∗∗

（－２ １９）

Ｌ ｌｎＰＲｉｍｓｕｍ －０ ８９０３∗∗ －０ ０２８３ －０ ０１１５
（－２ ５７） （－０ ０６） （－０ ４１）

Ｌ ｌｎＳＥｉｍｓｕｍ
－０ ３１１１ －０ ９４８４ ０ ７４７３∗∗∗

（－０ ６６） （－１ ４１） （１９ ５４）

Ｌ ｌｎＰＡｉｍｓｕｍ ３ ０８１２∗ ０ ６３８４ ２ ４４４８∗∗∗

（１ ８０） （０ ２６） （１８ ９１）

Ｌ ｌｎＣＡｉｍｓｕｍ －２ ９１７２∗∗∗ １ ５５９２ －０ ２４９４∗∗∗

（－３ ８７） （１ ４５） （－４ ０１）

Ｌ ｌｎＣＯｉｍｓｕｍ ４ ２１３１∗∗∗ ２ ６８５８ －０ ３１７６∗∗∗

（２ ９２） （１ ３０） （－３ １７）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２ ６４４ ２ ６４４ ３ ０２５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进一步， 本文将供给侧比较优势拆分为平均价格指数 ｌｎＲＣＡｐ 、 平均质量指数

ｌｎＲＣＡｑ 、 分散调整指数 ｌｎＲＣＡｓ 、 多样性指数 ｌｎＲＣＡｎ 再次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四类比较优势指数与进口均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且不同指

数对创新的作用方向不同。 进口通过影响不同层面的城市比较优势， 进而间接影响

城市创新能力， 能够很好地刻画进口对城市层面创新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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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３ 和表 ４ 可知， 初级产品进口对城市的供给侧比较优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

影响。 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加剧了市场竞争， 挤压了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 对产品多

样化和平均质量优势产生负向影响， 进而削弱了城市的创新能力。
对于中间品而言， 半成品与零部件的进口与城市产品多样化指数和平均质量指

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而多样化指数与平均质量指数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城市专

利授权量， 这表明中间品的进口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多样化和产品质量， 而出口供

给侧优势的提升能够进一步通过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带动非出口部门和相关产业链

的创新行为， 进而正向作用于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

表 ４　 供给侧比较优势细分指标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ｌｎＲＣＡ＿ｎ ｌｎＲＣＡ＿ｓ ｌｎＲＣＡ＿ ｐ ｌｎＲＣＡ＿ｑ 专利授权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ＲＣＡ＿ｎ 　 ０ ０５２０∗∗

（２ ３０）

ｌｎＲＣＡ＿ｓ
－０ ０１２２

（－０ ７５）

ｌｎＲＣＡ＿ｐ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８）

ｌｎＲＣＡ＿ｑ ０ ０００７
（０ ３０）

Ｌ ｌｎＰＲｉｍｓｕｍ －０ １８２６∗∗∗ －０ ０８６２∗ ０ ０７８８ －０ ９９５６∗∗∗ －０ ０１２３
（－４ ６２） （－１ ６７） （１ ５１） （－３ ７９） （－０ ４１）

Ｌ ｌｎＳＥｉｍｓｕｍ ０ １２０１∗∗ ０ １１２０ －０ １６４４∗∗ －０ ０６８６ ０ ７４８０∗∗∗

（２ ２３） （１ ５９） （－２ ３１） （－０ １９） （１８ ６３）

Ｌ ｌｎＰ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２９８７ ０ １６７９ ０ ２５５７ ３ １７２３∗∗∗ ２ ４３２６∗∗∗

（１ ６４） （０ ７１） （１ ０６） （２ ６２） （１８ ３３）

Ｌ ｌｎＣ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２１９２∗∗ －０ ３７５８∗∗∗ －０ ０７６２ －１ ６５６５∗∗∗ －０ ２４８４∗∗∗

（－２ ５１） （－３ ２９） （－０ ６６） （－２ ８５） （－３ ９０）

Ｌ ｌｎＣＯｉｍｓｕｍ ０ ８７２９∗∗∗ ０ ３５４７∗ －０ ４２７４∗∗ ２ ７８１５∗∗∗ －０ ３１３６∗∗∗

（６ １９） （１ ９３） （－２ ２９） （２ ９７） （－２ ９８）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２ ８５８ ２ ８５８ ２ ８５８ ２ ８５８ ２ ８５８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里的数值为 ｔ 值。

对最终品而言， 资本品进口对产品的供给侧比较优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向影

响， 其中多样化指数和平均质量指数受的影响更为显著。 这是由于国外资本品进口

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 致使本土产品的比较优势相对减弱， 挤压了本土企业的市场

份额和利润空间， 巨大的经营压力下企业只能大幅缩减研发投入， 因而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技术创新活动。 对消费品而言， 进口通过竞争效应提高了出口产品的平均

质量和多样化优势， 进而促进了创新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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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城市群分样本的影响机制

本文依据国家公布的城市群划分标准将样本中的城市归入不同城市群， 并选择

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群：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和东北城市群， 以进一步检

验进口对城市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由表 ５ 结果可知， 进口同类产品对于不同城市群创新的影响效应不尽相同， 差

异主要集中于中间品， 中间品的进口只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具有促进作

用， 而对京津冀城市群和东北城市群的创新无显著正向影响。
凭借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领先全国的研发投入实现了对人才的有力吸纳，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整体创新能力在全国保持领先， 在创新环境、 创新绩效等方

面的表现均优于我国其他城市群。 通过学习效应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更强， 技术创

新的动力增加， 进而强化了进口零部件对于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
从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分布来看， 自改革开放以来， 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

群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经济发展较为均衡； 京津冀城市群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占

比较大， 第二产业发展较为落后； 而东北城市群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 第二产业

比重过大， 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且技术改造缓慢。 因而， 在零部件的进口方面， 京

津冀和东北城市群面临着技术水平的 “门槛效应”， 对产品中蕴含的技术的吸收和

改进能力较弱， 因而无法对创新水平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

表 ５　 按城市群分样本检验结果

变量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东北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东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 ｌｎＰＲｉｍｓｕｍ
０ ４４６５∗∗ －０ １２００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０３０ ０ ６３９８∗∗∗ －０ ０７９９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４０３

（２ ２３） （－１ ４８） （０ ３８） （－０ ０４） （３ ３８） （－１ ００） （０ ８０） （０ ５４）

Ｌ ｌｎ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
１ ６９９５∗∗∗ ０ ３８７２∗∗∗ －０ ０４７２ －０ １２２７

（７ ４２） （３ ８０） （－０ ４３） （－１ ３６）

Ｌ ｌｎＦＩ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２４６２ －０ ４２５０∗∗∗ ０ ２０５１ －０ １９２５∗

（－０ ５７） （－３ ５２） （１ ２９） （－１ ６８）

Ｌ ｌｎＳＥｉｍｓｕｍ
１ ４９６３∗∗∗ ０ ３６４１∗∗∗ －０ ００２５ －０ １８８２∗

（７ １５） （３ ７６） （－０ ０２） （－１ ８５）

Ｌ ｌｎＰＡｉｍｓｕｍ
３ １５３５∗∗∗ ０ ６４３２∗∗∗ ０ ６１６０∗ －０ １３３２

（５ １３） （２ ８６） （１ ９４） （－１ ００）

Ｌ ｌｎＣ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１２６９ －０ ４８０８∗∗∗ ０ ３３８３∗∗∗ ０ １３９７

（０ ３１） （－３ ５６） （２ ６８） （０ ９５）

Ｌ ｌｎＣＯｉｍｓｕｍ
－２ ３８６０∗∗∗ －０ １７０１ －０ ４１２８ －０ ４２３１∗∗∗

（－３ ４６） （－０ ８６） （－１ ４０） （－３ ３７）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２７５ １６１ １５８ １８７ ２７５ １６１ １５８ １８７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里的数值为 ｔ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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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按金融危机前后分样本的影响机制

考虑到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进出口格局和贸易结构带来了显著变化， 进

口结构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可能产生显著差异， 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引入金融危机交

叉项后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金融危机的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专利授权量 专利授权量

（１） （５）

Ｌ ｌｎＰＲｉｍｓｕｍ ０ ３９９２∗∗∗ ０ ０７３６
（４ ２１） （０ ８１）

Ｌ ｌｎ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４２４
（０ ３１）

Ｌ ｌｎＦＩ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４６７９∗∗∗

（－４ １１）

Ｌ ｌｎＳＥ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８８０

（－０ ６５）

Ｌ ｌｎＰ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５１１１
（１ ０６）

Ｌ ｌｎＣ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７７７２∗∗∗

（－７ ０１）

Ｌ ｌｎＣＯｉｍｓｕｍ ３ ７５９４∗∗∗

（１１ ３７）

ｃｒｉｓｉｓ
－０ ０５０２∗∗∗ －０ ０５０２∗∗∗

（－２ ７８） （－２ ９９）

ＰＲ＿ｃｒｉｓｉｓ
－０ ４６３３∗∗∗ －０ ０８５６

（－５ ０９） （－０ ９８）

ＩＮ＿ｃｒｉｓｉｓ ０ ７５８３∗∗∗

（５ ８８）

ＦＩ＿ｃｒｉｓｉｓ ０ ５７９９∗∗∗

（４ ８６）

ＳＥ＿ｃｒｉｓｉｓ ０ ７３２２∗∗∗

（５ ６６）

ＰＡ＿ｃｒｉｓｉｓ １ ７８７２∗∗∗

（３ ８７）

ＣＡ＿ｃｒｉｓｉｓ ０ ９０２０∗∗∗

（７ ３９）

ＣＯ＿ｃｒｉｓｉｓ
－４ ３３０４∗∗∗

（－１３ ７０）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３ ０４６ ３ ０４６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从估计结果来看， ２００８ 年后资本品、 中间品与金融危机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

正， 而初级产品、 消费品与金融危机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金融危机后进

口蕴含较高科技水平的资本品、 中间品将进一步提升进口对创新的促进效果， 而进

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 消费品将削弱进口对创新的促进效果。 这种 “由抑

至促” 的扭转很可能得益于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加

工贸易发展放缓， 而一般贸易、 中间品贸易占比逐年上升， 考虑到一般贸易、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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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相较于加工贸易含有更高层次的创新技术， 中间品、 资本品蕴含的技术溢出

将更容易被企业吸收； 同时， 加工贸易增长放缓意味着中国逐渐摆脱 “加工车间”
的国际分工地位， 转而进行更具技术门槛的贸易活动， 因而对企业创新学习的抑制

效应减弱， 进一步证实了中国贸易结构转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四、 稳健性检验和讨论

（一） 城市创新衡量指标的再估计

本文参考寇宗来和刘学悦 （２０１７） ［３２］的城市创新指数构建方法， 通过专利更新

模型估计其价值， 并将每个专利的价值加总到城市层面， 从而得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

的城市创新指数数据。 本文选择城市创新指数来替换专利授权量， 以此检验进口对

城市创新的影响。 表 ７ 是三种产品进口与城市创新指数的估计结果， 与基准估计一

致， 此处不再赘述。

表 ７　 进口对城市创新指数的影响

变量
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１） （２）

Ｌ ｌｎＰＲｉｍｓｕｍ
－１ ５５２３ －０ １３５４

（－１ ４２） （－０ １３）

Ｌ ｌｎ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 ６ ５３８６∗∗∗

（４ ４１）

Ｌ ｌｎＦＩｉｍｐｏｒｔ ９ １５６８∗∗∗

（３ ８５）

Ｌ ｌｎＳＥｉｍｓｕｍ ２ ０７９７
（１ ４５）

Ｌ ｌｎＰＡｉｍｓｕｍ ６５ ９１３８∗∗∗

（１２ ５９）

Ｌ ｌｎＣＡｉｍｓｕｍ ２ １９７５
（０ ９６）

Ｌ ｌｎＣＯｉｍｓｕｍ ２７ ３１４８∗∗∗

（６ ２０）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２ ６６０ ２ ６６０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二） 面板泊松计数模型估计

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专利授权数为只能取非负整数的计数数据， 符合泊松回归

的适用条件， 因而参考张杰 （２０１５） 检验进口对创新影响效应的方法， 本文采用

面板泊松 （ＸＴｐｏｉｓｓｏｎ） 估计方法， 再次检验进口对城市专利的影响效应， 结果如

表 ８ 所示。 从估计结果来看， 初级产品和最终品进口对城市专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

用， 相反， 中间品进口对城市专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总体与 ＸＴｒｅｇ 估计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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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相同。 其中， 零部件进口对创新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中

国处在 “加工车间” 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简单加工贸易使得零部件的技术溢出效

应和学习效应无法切实发挥出来， 同时这些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增加了低素质劳动

力的相对需求， 使得劳动要素的质量下降， 阻碍了企业专利创新能力的提升。

表 ８　 进口对城市专利总量影响效应的检验结果 （ＸＴｐｏｉｓｓｏｎ）

变量
专利授权量 专利授权量 专利授权量 专利授权量

（１） （２） （３） （４）

Ｌ ｌｎＰＲ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８９２∗∗∗ －０ ０８８５∗∗∗ －０ １１９７∗∗∗ －０ １１５４∗∗∗

（－５２ ９９） （－５４ ４７） （－６７ ７２） （－６９ ０１）

Ｌ ｌｎ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１７７１∗∗∗ ０ ５９７７∗∗∗

（７９ ８１） （２９５ １７）

Ｌ ｌｎＦＩ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１６２６∗∗∗ －０ ２７９８∗∗∗

（－５０ ８９） （－８９ ２９）

Ｌ ｌｎＳＥｉｍｓｕｍ ０ ２１５４∗∗∗ ０ ６２６５∗∗∗

（９８ ７５） （３１０ １８）

Ｌ ｌｎＰ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１４５３∗∗∗ －０ ０６５０∗∗∗

（－３０ ９２） （－１４ ７５）

Ｌ ｌｎＣＡｉｍｓｕｍ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９９３∗∗∗

（－１ ２６） （－３５ ０６）

Ｌ ｌｎＣＯｉｍｓｕｍ －０ ５６７７∗∗∗ －０ ７６１６∗∗∗

（－１２５ ９９） （－１６９ ０９）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样本数 ２ ６６０ ２ ６６０ ２ ６６０ ２ ６６０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三） 进口来源国分样本估计

在基准分析中均未考虑进口来源国不同导致的产品差异， 但实际上从不同国家

进口的产品蕴含的技术含量不同， 导致对我国城市创新的效应也表现出一定差异，
因此有必要划分子样本分别考察。 按进口来源国分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①， 从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中间品都显著促进了国内创新水平的提高， 最终品的进口

都抑制了创新。 从影响系数来看， 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品对专利研发的促进程度明

显高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品， 这是由于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具有更高的技

术水平， 尤其是现代制造前沿的机器、 电子等行业的精密零部件， 其核心技术大部

分由发达国家所掌控， 所以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品带来的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都更强。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地级市层面出发， 按照不同商品种类构建进口指标， 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回归， 并构建地级市的供给侧比较优势及其分解指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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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以检验进口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 进一步以金融危机为节点， 按照城市

所处不同城市群进行分样本回归。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通过基准估计可以发现， 初级产品进口对城市专利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中间品进口对城市专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最终品出口对城市专利呈现一定的

抑制效应。 区分不同产品种类和进口结构来看， 中间品进口中的半成品和零部件均

对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最终品中的资本品对城市创新起到一定的抑

制作用。
第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进口作用于城市供给侧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创

新。 初级产品、 消费品和资本品进口通过降低多样化和平均质量优势抑制创新， 而

半成品和零部件进口则通过提高多样化和平均质量优势促进创新。
第三， 以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 中间品、 资本品进

口在金融危机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
第四， 以城市群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 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进口方面， 创

新环境较好、 产业结构均衡的城市群如长三角、 珠三角更易从进口中获益， 提高自

身的创新能力； 而产业结构单一、 创新体制僵化的城市群如京津冀和东北城市群，
高技术产品进口则未产生正向影响。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提升进口对于城市创新产出的带动溢出效应。 制定专项

财政政策， 重点支持鼓励技术含量高的中间品进口， 通过扩大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

应， 提升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 同时， 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调控减少可能带来不良竞争效

应和替代效应的初级产品和最终品的进口规模。 在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 城市的自身经

济基础以及技术水平间存在差异， 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现状优化调整进口贸易的规

模、 结构和城市的开放度， 以便更好地引进先进技术， 实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二， 发挥并增强城市群对于城市创新的支撑效用。 本文研究发现城市群的发

展能够从进口中获得的创新溢出效应更大， 针对城市群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技术类） 等

重点研发单位的进口， 可考虑予以针对性政策支持。 要大力加强城市群基础设施一

体化建设， 尤其要加快构建发达的城市群间一体化交通网络， 为进口贸易发展提供

便利。 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 重点扶持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加快布局新兴产业，
促进产业多元化， 同时提升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程度， 推动产业链的形成。

第三， 以 “中国制造” 和 “中国服务” 驱动外贸创新发展， 提升传统制造业

就业水平。 一方面， 重点支持以进口带动创新的政策升级， 将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

引擎； 另一方面， 建立生产技术创新机制和平台， 推动 “产学研” 一体化， 同时

重视城市人力资本积累， 利用高人力资本附加值带动产品创新升级， 真正发挥出进

口给城市创新带来的积极作用。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增加研发投入以及创新激

励， 确保技术引进有配套资金作为保障， 同时为企业减少创新带来的风险， 还可以

通过税收减免、 信贷优惠以及补贴激励城市企业创新， 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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