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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与
行业内贸易产品质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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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行业内贸易为视角， 将进出口产品的质量差异与国内产业链技术

进步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内。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中完全消耗系数理念， 结合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 从行业内贸易的角度实证检验了中国国内产业链技术

进步对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的影响。 研究发现， 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有助于出口产

品摆脱 “低端生产” 的困境， 同时支持出口产品向高端分工演进， 国内产业链技

术进步引致的出口企业内生性技术进步与竞争优势的提升是其得以实现的内在机

制。 异质性分析表明， 本土企业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更能

从国内产业链的技术升级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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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在出口导向型战略指引下，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出口增长奇

迹。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１８１ ２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４ ９９４ ８ 亿

美元， 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１３ ４７％， 占世界出口份额也从 ０ ９３％上升至 １３ ２％， 稳

居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 出口产品种类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生产部门 （王浩

等， ２０２１）。 然而， 出口大国并不意味着中国业已成为出口强国。 现有的研究认

为， 尽管中国出口产品的范围迅速扩大， 出口品类也已接近发达国家， 但中国出口

产品的单位价值相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仍有较大差距 （Ｉｔｏ 和 Ｏｋｕｂｏ， ２０１６）。 从出口

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来看， 中国实际上是以低价产品占据了世界市场 ２０％的产品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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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份额。 作为后发国家， 价格竞争不仅制约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 招致了大

量的环境污染， 同时也引致了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 （谢申祥等， ２０１８）。 中国制造

业不仅要面对垂直专业分工环境下发达国家的 “纵向压榨”， 同时还要面临来自发

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传统优势分工领域的 “横向挤压”， 使得

中国依靠低质量、 低成本和低价格的出口竞争策略难以为继。 如何培育出口竞争新

优势、 推动价值链分工地位向高端转移成为中国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李仁

宇等， ２０２０； 韩亚峰等， ２０２１）。 与本文主要内容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
其一是行业内贸易视角下的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的相关研究。 市场规模、 距离

和贸易品自身的特性是决定两国开展行业内贸易与否的主要因素， 但是技术差距同

样可能导致行业内贸易 （Ｄｏａｎｈ等， ２０２１）。 关于行业内贸易对产品价格和质量的

影响， 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６）。 部分研究认为， 进口产

品不仅能够直接弥补国内产品在相关领域的市场空缺， 在短时间内以低成本缩小与

前沿技术的差距。 高质量的中间品进口还能够通过内部传导效应和外部竞争效应对

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谢红军等， ２０１６； 宋跃刚和郑磊， ２０２０）。 另

一部分研究则认为， 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进口阻碍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业已

成为既定事实。 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含量产品领域的先发优势决定后来国家只能成为

特定价值链的被俘获者和尾随者， 对于中间产品的依赖抑制了对于高技术行业资本

和人力资源的投入 （陈晓华， ２０２１）； 对以专利为代表的企业内生性技术进步也产

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实际上禁锢了本土产业升级的步伐， 使得进出口产品质量的

差距难以弥合 （张杰， ２０１５）。
其二是中国产业链技术进步新旧动能转换的相关研究。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２０１４） 的研

究表明， 中国出口产品的绝对质量有所提高， 相对质量却出现了下降， 其原因在于

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高质量产品的占比下降以及相对国际市场平均价格不足 ５０％
的产品比例过高。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中国出口相对质量更高的产品需要高质量的

进口作为必要投入 （Ａｍｉｔｉ 和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０９）。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

力， 也是提高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４）。 现

有的研究认为， 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对国外技术的 “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 和自主创新 （方福前和邢炜， ２０１７）。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 在参与全球分工

的早期主要通过向发达国家引进或者购买技术来提升企业的技术实力， 获取推动自

身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 （张杰等， ２０２０）。 因而， 早期自主创新对于产业链技术进

步贡献并不明显， 技术进步主要还是靠技术引进 （杜修立和王维国， ２００７）。 值得

注意的是， 从当时发展阶段和后来实际成效来看都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 （陈凤

兰， ２０２１）。 倪红福 （２０１７） 的研究表明， 中国各个出口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

增长的态势， 中国制造业总体的技术水平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弱收敛趋

势。 但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单边主义的复苏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直接影响到中国

制造业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 部分国家针对中国优势产业的限制愈发频繁，
中国越来越难从外部获取技术溢出 （吕建兴等， ２０２１）。 同时， 进口技术溢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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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国外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表现出明显的 “天花板效应”， 相比之下， 激励并

促进中国国内的自主研发是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与技术进步的根本之策 （谢建国和

张宁， ２０２０）。
总的来看， 已有的相关研究已经充分注意到中国制造业在创新驱动领域的新旧

动能转换以及行业内贸易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但是现有研究在相关议题下仍

然有部分细节尚未展开深入探讨： 第一， 在探讨技术进步时主要从特定行业或企业

的角度出发， 但是制造业高度分工的网络状结构决定了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不仅需

要市场主体自身的技术进步， 同时依赖于配套上下游产业链共同的科技创新和技术

进步。 第二， 已有的关于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主要从单一的出口视角出发， 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表明， 行业内贸易占到当年的商品贸易品类

（ＨＳ８ 位视角） 的 ９０％以上， 即中国长期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品类的货物， 行业内

贸易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显著特征之一。
与既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 第一， 分工细化和产业链内部的网络状

结构决定了特定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国内产业链技术整体进步的高度关联性。
本文借鉴投入产出分析中完全消耗理论， 构建起国内产业链技术指数来刻画包含在国

内产业链中的技术进步水平。 第二， 本文从行业内贸易视角出发， 对中国出口产品对

同类进口产品在产品质量领域的追赶效应与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

检验， 为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对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证据。

一、 理论假说

生产技术沿产业链自上而下流动一直以来都是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之一。 在

理论研究方面， Ｒｏｍｅｒ （ １９９０）、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 １９９１） 以及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Ｈｏｗｉｔｔ （１９９２）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都将中间投入作为知识扩散的机制， 认为下游企

业可以从生产所需要中间投入的技术进步中实现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Ｎｉｓｈｉｏｋａ 和 Ｒｉｐｏｌｌ， ２０１２）。 随着全球范围内分工的细化， 全产业链内各个生产环

节可以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同一生产环节上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国内或国外中

间品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作为投入。 同类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决定了无论中间产品来

自国内还是国外， 只要中间产品与企业自身技术之间存在差距， 技术的 “梯度转

移” 都可以将包含在中间产品中的技术进步传递至下游企业， 从而推动其出口产

品质量的提升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 ２０１５）。 相较于国外的技术进步， 由于国内中间产品

与本土企业在认知、 组织、 地理、 社会等领域拥有更高的接近性， 发生在国内产业

链的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技术转移的难度， 减少双方的协同成本， 中间产品的技

术外溢效应也更加明显 （高珺和余翔， ２０２１）。 同时， 来自国内产业链的技术进步

可以为出口企业提供多样化的中间产品， 出口企业可以从国内产业链的整体技术进

步的过程中实现技术向自身转化， 形成出口产品质量的整体向上迁移 （张杰等，
２０１５）。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　 国内产业链的技术进步有效地弥合了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平均质

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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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内的技术存量是制造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一方面， 产业链

技术进步所包含的高级知识、 技术要素物化于中间产品之中， 中间产品在不同行业

内被循环使用的过程为生产技术的转化与吸收提供了更多存量积累， 有利于本土企

业技术层次提升和核心能力培育。 另一方面， 产业链内较高的技术水平也可以进一

步内化为本土企业生产高技术含量产品和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新技术、 新工艺， 为

高层次的生产环节提供了更丰富的技术积累。 上述过程的正向效应会增强企业的相

对优势， 推动技术前沿面外移， 产生技术优势的培育效应， 从而推动出口竞争力的

形成， 最终成为企业向全球分工领域中高端渗透的重要竞争优势来源 （李琛等，
２０２０）。 同时， 由上游产业链技术进步驱动的下游出口企业自身的自主创新改进了

原有的低效率生产。 技术进步引致的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都可以有效地改进现有的

产品，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低端生产的桎梏。 综合来

看， 来自上游产业链的技术进步能够改善下游出口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拓宽企业

所从事生产环节的获利空间， 推动企业产品和分工同时向高端生产跃进， 实现出口

产品市场定位的攀升 （杨蕙馨和田洪刚， ２０２０）。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 ２　 国内产业链的技术进步有助于出口企业产品缩小与同类产品最高质量

之间的差距， 促进产品向高端分工的攀升。

二、 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对行业内贸易视角下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的影

响，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ｐｖ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ｐｃｔｉｔ ＋ α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ｔ ＋ νｉ ＋ ν ｊ ＋ νｔ ＋ εｉｊｔ （１）
式 （１） 中， 下标 ｉ、 ｊ和 ｔ分别表示企业、 产品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ｐｖ为企业 ｉ

所出口产品 ｊ 与同类进口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 用来衡量出口产品对同类进口产品

的质量追赶效应； 核心解释变量 ｐｃｔ 表示国内产业链内嵌技术水平； 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控

制变量的集合； νｉ 、 ν ｊ 和νｔ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 产品 （ＨＳ） 固定效应和时间效

应。 εｉｊｔ 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行业内贸易视角下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行业内贸易视角下出口产品与同类进口产品之间的质量差

异， 不同于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 （２０１３） 将产品质量定义为产品价格相对于同时期市场

份额差异的方法 （万淑贞等， ２０２１）， 本文参考了 Ｈｕｍｍｅｌｓ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 的做

法， 用同一品类下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价格差来表征其背后所反映的产品质量

差异。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 本文主要着眼于行业内贸易视角下同类产品的质量差异，
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同时进出口类似产品为行业内贸易的显著特征； 单位价格在已有

的文献当中被广泛地用于产品质量评估 （Ｂａｓｔｏｓ 和 Ｓｉｌｖａ， ２０１０； Ｂｒａｍｂｉｌｌａ 和 Ｐｏｒ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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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而且， 海关数据库包含了高度细分的出口产品数量和单价的 ＨＳ８ 位数据， 在

每个 ＨＳ８ 位数据下的产品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可替代性， 因此同一品类下出口产品

质量进步与否可以通过与同类进口产品之间价格比较直接得出。
具体地， 本文选择 ＨＳ８ 位下出口产品与同类进口产品的平均价格与最高价格

之差定义质量差异， 这是因为： 第一， 现有的研究认为， 中国平均出口质量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间出现了相对下降 （卢盛峰， ２０２１）， 与此同时部分行业产品的质量

有了明显的提升。 考虑到中国出口产品同时存在产品质量升级与相对平均质量因低

端产品占比过高有所下降的基本事实， 需要为其设定参考标准来衡量中国出口产品

与进口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 本文首先选择基于同类进口产品的平均价格与本土出

口产品的价格差 （ｐｖ＿ ｍｅａｎ） 来衡量出口产品与同类进口产品之间的平均质量差异。
第二， 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涵盖了从中低端到高端的完整产业链条， 仅仅基于出口

产品与进口产品平均价格之间的差异难以反映主要经济体之间此消彼长的竞争优势

变化及其导致的产品价格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产品迈向中高端步伐的影响。 因此， 本

文在衡量行业内贸易产品质量差异时加入与同类进口产品的最高价格差异

（ｐｖ＿ ｍａｘ） 来从另一个角度表征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 用以测度出口产品向高

端同类产品的追赶进程。 具体计算方面则是使用企业出口产品价格与同类进口产品

之间最高价格的差值计算所得。
２ 核心解释变量———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

参考 Ｓｈｕｉｃｈｉｒｏ （２０１２） 与谢谦等 （２０２１） 关于内嵌技术的定义， 本文的核心

解释变量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可以用包含在特定行业中间产品的技术存量加以表

示。 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的中间生产过程需要由中间产品沿产业链逐级向下游传

递完成， 因而全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可以由产业链中中间产品内嵌的技术水平加以反

映。 具体而言， 国内产业链内嵌技术水平可以表示为国内中间产品内嵌的技术与其

在不同生产阶段被使用的次数的乘积：

　 　 　 　 　 　 　 　 ｐｃｔｉｔ ＝ Ｂ ｉｔ × ∑
ｋ

ｗｅｉｇｈｔｉｋｔ × ｔｆｐｉｋｔ （２）

式 （２） 中， ｐｃｔｉｔ 表示企业 ｉ 所在行业 ｔ 时期中间产品的内嵌技术水平。 ｔｆｐｉｋｔ 和

ｗｅｉｇｈｔｉｋｔ 分别表示 ｔ 时期企业 ｉ 所在行业国内中间产品生产企业 ｋ 的全要素生产率与

其在行业内增加值所占的权重， 二者乘积可以理解为加权平均后全行业中间产品的

全要素生产率， 即产业链中中间产品的技术水平。 其中， 参考主流的做法， 本文使

用 ｌｐ 方法测算的中间投入品生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表征其技术水平。 Ｂ ｉｔ 表示 ｔ
时期企业 ｉ 所在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表示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和间接消

耗之和。 直接投入系数 （Ａ） 可以理解为企业 ｉ 所在行业生产一单位产出需要某部门

投入的数量， 但是显然由于间接消耗的存在， 仅建立在直接消耗系数上的内嵌技术

会忽略该行业的产品用于第二阶段直至最终产品过程中技术的循环积累。 因为生产

一单位该行业的产品不仅需要该行业投入直接消耗 （Ａｉｔ） 比例的产品作为必要的中

间投入， 在序贯产生模式下， 下一环节的生产中可能会对该行业的产品产生第一轮

的间接消耗 （Ａ２
ｉｔ） ， 下一环节的后续生产环节会对该行业产品产生第二至第 ｓ 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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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消耗直至最终产品 （Ａ３
ｉｔ… Ａｓ

ｉｔ） ， 据此可以将产业链分为包含 ｓ 阶的产业阶段。
显然， 内嵌在中间投入中的技术也会随其在产业链自上而下的流动被重复间接使

用， 故而本文选择使用完全消耗系数作为构建国内产业链内嵌技术的权重来刻画产

业链中中间产品所包含的技术在行业内被间接使用的过程。
Ｂ ｉｔ ＝ Ａｉｔ ＋ Ａ２

ｉｔ ＋ Ａ３
ｉｔ ＋ … ＋ Ａｓ

ｉｔ （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考察的产业链主要指行业大类下的产业链。 这样做的

原因有二： 第一， 从实际生产过程来看， 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制造业的核心分工模

式， 制造业产业链的序贯式和任务式的生产主要发生在行业大类内部， 行业内产业

链的上下游关联远较跨行业的生产关系更加紧密。 第二， 从行业内部中间产品的使

用情况来看， 行业内中间产品投入创造的增加值占行业全部中间投入的 ４０％以上，
相较之下， 其他跨行业大类的中间产品在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占比较低。 因此， 在

定义产业链内嵌技术时选择与行业生产关联更为紧密的行业大类以保证其具有现实

意义。
３ 控制变量

本文还选择了如下控制变量： 出口企业的盈利水平 （ｐｒｏ） ， 用企业的利润与工

业增加值之比表示。 出口企业的人均资本 （ ｈｃ ）， 用出口企业的固定资产与期末

企业的职工人数之商表示。 除此之外， 本文还加入了企业规模 （ ｓｃａｌｅ） 和企业年龄

（ａｇｅ） 等控制变量。 其中， 企业规模用企业的职工总数加以表示。 企业年龄则是用

企业的存续时间衡量。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的核心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为了保证数据

质量以及连贯性， 本文使用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的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

了预处理， 并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合并为统一的数据集。 为了计算全文的

核心解释变量， 即国内产业链的技术进步， 本文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ＣＩＣ） 与海关编码 （ＨＳ） 与广泛经济类别分类 （ＢＥＣ） 匹配， 通过 ＢＥＣ 分类识别

行业内中间产品的生产企业， 并剔除了其中非制造业企业及其产品， 进而根据前文

的计算公式求得 ｔ 时期 ｉ 企业所在行业产业链的技术进步水平。 同时， 本文重点考

察基于国内产业链的内嵌技术， 选择 ＷＩＯＴ （２０１６） 非竞争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仅

包含中国国内生产的完全消耗系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即行业内贸易视角下进出口同类产品的质量差异主要依据

海关数据库计算所得。 在海关数据库中， 特定企业会在当年多次针对不同目的地出

口同一 ＨＳ 编码的商品， 本文在实际计算中采取出口企业在当年向所有目的地国家

出口同一 ＨＳ 编码的平均价格作为其出口产品质量的替代。 针对不同国家的处理则

是在稳健性检验当中进一步展开。 同时在数据实际处理的过程中发现， 少数极端值

可能脱离产品质量差异的范畴，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全文的影响， 针对行业内贸易视

角下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做了 ５％的缩尾处理。 本文的其他解释变量主要根据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研究的具体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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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ｖ＿ｍｅａｎ 以进口平均价格计算的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 －０ １５７１ ８４ ８７６ －６ ３６３ ４ ４６６

ｐｖ＿ｍａｘ 以同类进口产品最高计算的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 －１０ ５６０ １２２ ２７０ －６ ３６３ ４ ４６６

ｐｃｔ 国内产业链内嵌技术水平 ４ ３１９ ２ １９６ ３ ６５３ ８ ３７９

ｈｃ 企业的人均资本 ０ ０７２ １ ２７７ ０ ０００ ２１２ ２４２

ｓｃａｌｅ 企业规模 ９６１ ７４６ ５２９２ ３２７ ８ ２３６０３５

ａｇｅ 企业存续时间 ７ ０４ ４ ５７３ １ １６

ｐｒｏ 企业盈利状况 ０ ０４９ ２ ８０ ０ ０００ １２２６ ０１７

三、 估计结果与讨论

（一） 基准估计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 表 ２ 第 （１） 列仅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 即

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 第 （２） 列则是将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中。 结果表明 ｐｃｔ
的系数均为负值， 且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国内产业链技术升级有助

于弥合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异， 提升出口产品的平均质量。 钟春平和

徐长生 （２０１１） 的研究表明， 在非厌足性和多样性偏好的假定下， 产品的需求取

决于该产品的质量及质量提升幅度。 得益于网络状的产业链分工结构， 上游的技术

进步以中间投入的形式传递至下游出口企业， 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出口企业的技术水

平。 企业生产当中包含的知识和技术结构越复杂， 每次创造行为所带来的质量提升

幅度也会越大， 提供的新种类产品与原有产品相比创新程度也越高， 这意味着企业

可以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 特别是对于出口而言， 来自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的溢出

效应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较外部引进技术而言要更低， 企业能够更快地从中获取

外生的技术进步。 因此， 来自上游的技术进步可以有效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弥合与同类进口产品平均质量之间的差异。

表 ２ 的第 （３） 和第 （４） 列分别报告了仅保留核心解释变量与加入控制变量

情形下， 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对最高质量的同类进口产品追赶效应的回归结果。 结

果表明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的系数均为负值， 且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来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同样可以成为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 有助于出口

产品向中高端分工渗透。 企业的产品质量优势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生产能力， 同时也

来自所在国家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 完整的产业门类、 人口红利以及长期

的研发投入共同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 从产业门类来看， 中国是世界上唯

一完整覆盖了所有产业门类的国家 （易宇和周观平， ２０２１）。 同时， 中国对教育和

科技研发的长期投入使得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研发人员。 而中国在经历了长

期技术引进后，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驱动战略等政策的推动下， 中国全产业

链中自主技术占比持续上升， 完整而高效的制造业全产业链条正在成为中国出口产

量向中高端迈进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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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区分企业所有制 区分企业生产率

（１） （２） （３） （４）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ｖ＿ ｍａｘ

ｐｃｔ

ｈｃ

ｓｃａｌｅ

ａｇｅ

ｐｒｏ

常数项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产品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４３４∗ －０ ４５７∗ －１ ４５４∗∗∗ －１ ４５６∗∗∗

（０ ２２９） （０ ２３５） （０ ３６３） （０ ３６９）
－０ ００１ －０ ７８６

—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６３）
－０ ４６０ －２ ０３５

— （０ ３１３） — （０ ３７０）
０ ４７０ －０ ６６５

— （０ ４４３） — （０ ５６０）
０ ００２ ０ ２２５∗∗∗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３０）
１ ９７３∗∗∗ －３ ７０８∗ －８ ６２９∗∗∗ －７ ２１７∗∗

（１ １７９） （２ ０２９） （１ ８７０） （２ ９６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０ ３１３ ０ ３１３ ０ ３７８ ０ ３７８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标准误， ∗∗∗、 ∗∗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保证基准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文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稳

健性检验：
１ 控制华盛顿苹果效应

考虑到中国出口产品覆盖了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出口企业为了消除成本

的消耗会向距离更远的国家出口单位价格更高的商品， 这种运输成本与进口产品质

量的正相关的现象被称为 “华盛顿苹果效应” （孙林， ２０１９）。 企业为消除运输成

本提高出口产品单价的行为可能会高估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为了消除 “华盛顿

苹果效应” 对本文结论的影响， 本文在控制年份、 企业和产品固定效应的基础上，
以及在保留出口国家及其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出口国家的固定效应。 固定效

应的估计方法为每组观察值提供单独的截距项，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华盛顿

苹果效应” 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 表 ４ 的第 （１） 和第 （２） 列报告了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分别在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
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结论保持一致， 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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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经过数据处理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共保留产品涉及行业内贸易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４９９ ６０６ 家， 约占排除异常值后的同期工业企业总数的 １５％左右， 理论上可

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 因此本文选择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解决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

误问题。 表 ４ 的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分别报告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的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逆米尔斯比率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本文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

题。 同时， 回归结果中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根本变

化， 表明在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修正样本选择问题的影响后， 结果依然稳健。
３ 排除农业资源依赖型行业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基于全样本和所有行业，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企业会出口某些价

格与实际质量偏离较大的产品。 这一点在农副食品加工业、 烟草制品业等行业内

表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上述行业产品受到原材料价格、 资源禀赋、 国际价格波动

以及本国政策补贴或者出口管控等因素的影响， 单位价格的变动可能偏离产品质

量的范畴从而对本文的核心结论产生干扰。 为此， 本文选择剔除上述农业资源依

赖型行业并重新进行了估计。 具体结果如表 ４ 的第 （５） 和第 （６） 列所示， 结

果表明， 回归结果同基准回归结果大致相同， 再一次验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

健性。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项目

排除华盛顿苹果效应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排除农业资源依赖型行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ｃｔ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产品固定效应

国家固定效应

逆米尔斯比率

观测值

Ｒ２

－０ １３０∗∗∗ －０ ２３７∗∗ 　 －０ ２６７∗∗∗ －０ １２７∗∗∗ －０ ４７５∗ －１ ４６１∗∗∗

（０ ２８８） （０ ２３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８） （０ ２４５） （０ ３８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７１５∗∗∗ １４ ４６７１∗∗∗
— — （－３ ０１） （４０ ９１） — —

１７ ７３１ ８９５ １７ ７３１ ８９５ ４ ２８０ ３０５ ４ ２７９ ４９１ １ ８９３ ８７２ １ ８９３ ８７２

０ ３５９ ０ ４３２ — — ０ ３１４ ０ ３７５

（三） 内生性问题

在基准回归中， 假设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 但是上述检验仍然可能

忽略了某些重要的问题， 即国内产业链技术水平与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可能存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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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因果关系。 本文尝试通过引入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具体而言， 通过构

建国内产业链上游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人均产出 （ｐｅｒｏｕｔ） 作为产业链技术升级的

工具变量。 一般而言， 企业的技术积累与企业自身的人均产出具有高度的正相关

性， 同时， 对产业链内部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上游企业而言， 其人均产出与下游出

口企业的关联性较弱。 同时， 本文基于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７） 的研究， 构建了相应行业的

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ｇｖｃ＿ ｆ） 作为工具变量。 表 ４ 报告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在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中拒绝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相关假设， 说明

工具变量的选取是适宜的。 基于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表明产业链技术升级对基于平均

价格和最高价格构建的产品质量差异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 且显著性水平较基准回

归结果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以后依然是

稳健的。

表 ４　 工具变量回归

项目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ｖ＿ ｍａｘ

ｉｖ ＝ ｇｖｃ＿ ｆ ｉｖ ＝ ｐｅｒｏｕｔ ｉｖ ＝ ｇｖｃ＿ ｆ ｉｖ ＝ ｐｅｒｏｕｔ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ｃｔ

ｓｅｒｖ

ｉｍ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产品固定效应

识别不足检验

弱识别检验

观测值

Ｒ２

－９５４ ０５２∗ －１２７ ６８０∗∗∗ －３０４ ３５６∗∗∗ －４０５ ９５０∗∗∗ －０ ４０３∗∗ －０ ５００∗

（５０ ２００） （４ ５６９） （８５ ３５３） （６ ５７１） （０ １９４） （０ ２７３）
２ ８８３ ９ ４６９∗

— — — — （３ ６１８） （５ ０９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 —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６５ ５０６ ６３２ ６３２ ６５ ５０６ ６３７ ０２１ — —

７２ １６１ ５９９ ２３４ ６６ ７５０ ６０３ ４１９ — —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２ ０４７ ６２１ ２ ０４７ ６２１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６８ ０ ３１３ ０ ３７８

除反向因果外， 可能产生内生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其他可能影响产业内贸易

视角下产品质量差异影响因素的遗漏。 为此，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深度梳理， 发现制

造业投入服务化 （刘斌等， ２０１６） 以及中间产品进口 （宋跃刚和郑磊， ２０２０）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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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本文选择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 ｓｅｒｖ） 与中间产

品进口 （ ｉｍ） 加入控制变量从而解决潜在的内生问题。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４ 的第

（５） 和第 （６） 列所示。 结果表明，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可能会扩大出口

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异， 但是中间产品进口可以有效地缩小出口产品与同

类进口最高质量产品的差异。 同时， 加入上述两个变量后， 核心解释变量， 也就是

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水平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和方向没有明显变化。 这表明即使将因

变量遗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解决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旧没有发生变化， 再一

次验证了其稳健性。

（四） 路径机制检验

前文的实证分析业已证明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缩小进出口产品之间

的质量差异， 并成为出口产品向高端演进的竞争优势来源之一， 本小节重点探讨

其内在机制。 参考一般的做法，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中可能的作用渠道进

行实证检验。 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说部分， 本文选择将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与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ｍｐ） 作为中介变量。 具体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进

行检验：

　 　 　 ｍｅｄ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ｐｃｔｉｔ ＋ β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ｔ ＋ νｉ ＋ ν ｊ ＋ νｔ ＋ εｉｊｔ （４）

　 　 　 ｐｖｉｊｔ ＝ γ０ ＋ γ１ ｐｃｔｉｔ ＋ γ２ｍｅｄｉｊｔ ＋ γ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ｔ ＋ νｉ ＋ ν ｊ ＋ νｔ ＋ εｉｊｔ （５）

式 （４） 和式 （５） 中， ｍｅｄ 表示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与企业的成本

加成率 （ｍｐ） 两个中介变量。 其中， 出口企业得益于上游中间产品的技术向下游环

节传递从而可能产生内生性的技术进步， 增强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 本文选择使用

ｌｐ 方法计算的出口企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其技术进步水平。 企业的成本

加成率 （ｍｐ） 则是反映了在上游产业链技术有所进步的环境下企业自身竞争能力的

提升。 因企业在市场竞争能力提高的前提下才能获取高于市场平均价格的溢价， 其

溢价水平与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呈正比。 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具体计算则是参

考蔡震坤和綦建红 （２０２１） 的研究。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结果表明， 产业链技术进步对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与国际竞争力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通过产业链的技

术进步有效地提升了出口企业自身的技术实力， 并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表 ５ 的第 （３） 至 （６）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在高端升级的情况下， 出口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和企业的竞争力均发挥了中介效应的作用。 高质量的中间投入通过沿着

生产链条自上而下的技术流动为下游企业提供多样性选择和技术溢出， 从而推动下

游出口企业自身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在以进口平均价格衡量升级的情况下， 企业

自身的技术优势可以转化为出口产品质量普遍提升的来源， 弥合与同类进口产品之

间的平均质量差异。 但是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在以同类进口产品平均质量为标准的质

量差异视角下， 中介效应并未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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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路径机制检验

项目

中介效应第一步检验 中介效应第二步检验

ｌｐ ｍｐ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ｃｔ

ｓｅｒｖ

ｍｐ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产品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２∗∗∗ －４ ８４０∗∗∗ －１ ４４３∗∗∗ －０ ３９７ －１ ４６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２） （０ ２４１） （０ ３００） （０ ５３９）
－１ ３３∗∗ －２ ６３０∗∗∗

— — （０ ０９４） （０ １３２） — —

３ ９７３ － １ １４５∗∗∗
— — — — （０ ２３５） （０ ３６９）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１ ９３７ ２９２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１ ８９３ ８７２ １ ８９６ ２５６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２ ０４４ ８９６

０ ７４９ ０ ６４４ ０ ３１４ ０ ３７８ ０ ３５０ ０ ４１１

（五） 异质性检验

１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所有制的异质性影响， 按照企业的注册类型， 本

文将出口企业进一步区分为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并进行检验， 表 ６ 报告了相关结

果。 估计结果表明， 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主要对本土企业的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存

在缩小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落户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

表 ６　 企业性质异质性检验

项目

本土企业 外资企业

（１） （２） （３） （４）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ｃｔ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产品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５１６∗∗ －１ ２３∗∗∗ －０ ０９０ －１ ７１４∗∗∗

（０ ２０６） （０ ２８８） （０ ２７５） （０ ４０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１ ３４５ ００７ １ ３４５ ００７ ６８８ ６０１ ６８８ ６０１

０ ２８１ ０ ３０６ ０ ２５４ ０ ３０７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 ４５　　　 －

资源和配套产业链进行生产， 并出口至全球市场。 而本土企业与国内产业链的关联

性更深， 使得本土企业可以更快和更加灵活地转变供应商， 高效获取来自供应链的

技术进步， 从而增强本土企业的整体生产能力， 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 相较之下，
外资企业在市场拥有先发优势， 自身拥有完整的质量标准体系和严格的供应商评价

体系， 在供应链体系的调整远没有本土企业灵活。 而且， 相较于获取中国国内产业

链的技术进步， 外资企业更加看重中国潜在的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优势， 外资企业

的技术优势使得国内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对其贡献甚微。
２ 行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

由于不同行业之间的要素投入、 技术水平、 劳动生产率和对产业链上游的中间

投入依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将出口产品根据所在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分为技

术密集行业和非技术密集行业两大类考察产业链技术进步对进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差

异的影响。 表 ７ 的回归结果显示， 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为负， 表明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弥合了技术密集出口产品与同类

进口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异。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 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本身行业内分工

较为成熟、 产品之间存在较强的同质性。 产业链内部稳定的供应关系决定了来自上

游的技术进步能够普遍和高速的为全行业的生产所共享， 加之产品之间的高度替代

性引致的产品低价竞争， 来自国内的产业链技术进步仅仅改变了行业内部整体的产

品质量， 难以对于行业结构产生冲击。 而技术密集型行业强调技术差距的重要性，
来自产业链上游的技术进步更易成为下游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来源， 且在本文的考

察期内中国技术密集行业在全产业链条上发展十分迅速， 得益于产业链的技术进步

和下游出口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提升， 其与同类进口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异快速

缩小。

表 ７　 行业异质性检验

项目

非技术密集行业 技术密集行业

（１） （２） （３） （４）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ｃｔ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产品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０ ００９ －３ ９９９∗∗∗ －０ ６４８∗∗∗ －２ ６１６∗∗∗

（０ ０８０） （０ ２１４） （２ ３３８） （０ ３２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７２７ ７２０ ７２７ ７２０ １ ３１５ ７７７ １ ３１５ ７７７

０ ３２０ ０ ３８６ ０ ３５３ ０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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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贸易方式异质性检验

为了考察不同贸易方式产生的异质影响， 本文还针对不同产品的贸易方式进行

了检验， 具体结果如表 ８ 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 对于以加工为主要贸易方式的出口

产品而言， 无论是基于同类进口产品的平均价格还是最高价格衡量的质量差异， 核

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为负值， 而在一般贸易的情形下国内产业

链技术进步仅有助于出口产品抢占高端市场， 表明产业链技术进步有助于缩小加工

贸易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的质量差异。 而一般贸易出口的产品不仅依赖于上游的技

术进步， 同时也需要出口企业自身相较于行业内其他企业拥有技术优势， 因而产业

链上游的技术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而加工贸易自身技术积累较浅， 同时高度依赖于

上游的中间产品投入， 来自上游的技术进步能够推动产品质量的普遍提升。

表 ８　 贸易方式异质性检验

项目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１） （２） （３） （４）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ｖ＿ ｍｅａｎ ｐｖ＿ ｍａｘ

ｐｃｔ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产品固定效应

观测值

Ｒ２

－２ ３５８∗∗∗ －３ ０４８∗∗∗ －０ ００８ －０ ７４３∗∗∗

（０ ０４５） （０ ５９１） （０ １８４） （０ ５９１）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４６３ ８６９ ４６４ ２４２ ７２３ ８５２ ７２３ ８５２

０ ４１４ ０ ４２０ ０ ３３５ ０ ３３５

四、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行业内贸易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主要特征之一以及国内产业链技术

不断进步的典型事实， 借鉴投入产出模型中完全消耗的思想构建国内产业链技术进

步指数， 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等微观数据， 实证检验国内产业链技术

进步对中国行业内贸易视角下进出口产品质量差异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国内产

业链技术进步有助于出口产品摆脱 “低端生产” 的困境， 同时支持出口产品向高

端分工演进， 国内产业链技术进步引致的出口企业内生的技术进步与企业自身竞争

优势的提升是其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 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 本土企业和高技术密

集型行业以及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更能从国内产业链的技术升级中获益。
基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有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在当前产业链技术新旧动

能转换的大背景下， 中国出口产业应当以提升产业链技术进步为突破口， 以提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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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循环质量为重点， 鼓励对关键生产环节和核心技术的攻关， 减少对国外中间产

品的依赖。 特别是对于少数仍然为国外所掌握和垄断的核心技术， 应当依托国内广

阔的市场， 鼓励各类科研院所、 高校以及企业展开重点研究， 打破国外的掣肘， 以

避免来自国际产业链冲击或制裁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 第二， 中国应当进一步提升

进口开放程度， 充分发挥进口产品竞争带来的 “鲇鱼效应”。 中国制造业目前处于

向全球中高端分工迈进的关键时期， 应当继续放宽对于进口产品的准入门槛， 特别

是高技术产品的准入门槛， 以强化本土企业的竞争意识和拓宽技术来源， 推动出口

产品质量的升级。 第三， 中国出口应当在稳定现有生产能力的同时加速向价值链中

高端渗透。 得益于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 世界主要工业制成品价格多年来呈持续下

降的趋势， 而规模经济和成熟产业链共同塑造的低价优势仍将长期保持。 中国应当

正视并继续发挥和利用好这一优势， 巩固在国际市场上 “世界工厂” 的角色和地

位。 同时， 中国还应当依托于已有的生产能力加快向全球分工中高端领域渗透的步

伐， 鼓励出口企业向同一领域内中高端分工发起冲击， 重点发展高技术产品的生产

能力， 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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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ｒｕｉ１，２， ＳＵＮ Ｈｕｉ １，２， ＨＡＯ Ｘｉａｏ１，２

（１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ｒｕｍｑｉ，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８３００４６；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ｒｕｍｑｉ，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８３００４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ｔｏ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ｔｅｓ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ｈｅｌｐ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ｂｅ ｌｉｆ⁃
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ｅ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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