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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 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专利数据， 研究了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从进口

替代视角考察影响机制。 结果发现： （１） 劳动力成本上升总体而言促进了我国出

口企业的创新， 但因创新活动类型和企业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 （２） 劳动力成本

上升促进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两类创新活动， 但对外观设计创新活动的影响不显

著； 对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促进作用， 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创

新活动没有显著的影响； 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西部企业的创新推动作用不明显。
（３） 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企业通过进口资本品来促进创新活动， 但是进口资本

品对企业外观设计专利活动的作用不显著。 为了解决现有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不

足，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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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成为了贸易大国和世界工厂。 然而就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而言， 我国出口企业不如

欧美等发达国家， 存在创新短板； 就劳动力成本而言， 优势正在被越南、 泰国等发

展中国家迎头追赶， 原有的粗放型对外贸易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为了推动制造

业转型升级， 我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举措。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提出了坚持 “创新驱动、 质量为先、 绿色发展、 结构优化、 人才为本” 的

基本方针、 通过 “三步走” 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我国的出口企业面临着双重夹击， 如何才能顶住压力，
逆流而上， 提升自身创新能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的倒逼机制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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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真的促进了我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 对出口企业创新能力的

影响程度怎样？ 进口资本品在其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之前的研究较少涉及

的。 因此， 本文将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 用企业专利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

关进出口数据的三库合并数据， 深入探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创新能力的影

响及进口资本品所起的作用机制， 以期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 文献综述

劳动力成本与企业技术创新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大量学者对此进行了研

究， 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 少数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企业创新，
比如 Ｒｉｃａｒｄｏ （１８１７） ［１］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定， 提出在市场均衡状态下劳动力成本

上升会减少资本投入， 进而阻碍内含于资本的技术进步。 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２］从需求层面出发， 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对劳动力需求减少， 从而不

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 更多学者则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相关文

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一是从要素替代角

度， 劳动力要素相对价格提高会倒逼企业使用资本和技术要素来替代， 从而推动了

创新。 Ｈｉｃｋｓ （１９３２） ［３］在 《工资理论》 中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生产要素相对

价格发生变化， 由此引发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变化促进企业在生产中更倾向于使用

资本替代劳动。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７） ［４］ 和 Ｋｅｎｎｅｄｙ （１９６４） ［５］ 的研究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支

撑， 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资本与设备折旧的速度加快， 从而形成倒逼机制促进

技术升级。 赵西亮和李建强 （２０１６） ［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并且还发现对于不同

行业、 地区和所有制的企业，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二是从需求引

致角度， 其理论机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提升了劳动者的收入， 从而导致其购买力上

升， 增加了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 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的创新。 但张庆昌和李平

（２０１１） ［７］认为存在创新门槛， 只有工资提高到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 才会促进企

业提高创新能力。 张先锋等 （２０１７） ［８］从海外发达国家市场寻求的角度论证了需求

引致理论。 三是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 一方面， 高工资吸引创新能力更强的员工进

入企业， 同时企业也会加大对员工的培养力度 （贺建风和张晓静， ２０１８） ［９］； 另一

方面， 效率工资理论表明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会激励员工发奋工作， 提升自身

的人力资本 （张先锋等， ２０１７）。 四是从成本补偿角度， 企业是否实施创新性行为

取决于机会成本与潜在收益的比较， 劳动力成本上升增加了现有产品的生产成本，
导致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机会成本降低 （张先锋等， ２０１７）。

关于要素替代效应， 除了上述国内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之外， 还存在国内劳动

力与进口品的替代。 因为当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企业无法在短期内对生产规模

进行调整，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产品价格， 从而会对上下游行业产品的价格产生

影响。 从长期来看， 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企业会选择用价格相对低廉的资本

品， 尤其是进口资本品替代劳动力， 抵消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

国内资本品相比， 进口资本品在技术上具有较大优势， 张杰 （２０１５） ［１０］发现进口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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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专利活动， 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专利活动。 林薛栋等

（２０１７） ［１１］从技术溢出、 市场扩大和成本下降三个方面论证了进口品质量的提升会

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１２］在对出口企业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

结论。 王雅琦和卢冰 （２０１８） ［１３］的研究认为本币升值导致进口品价格相对下降， 企

业会进口更多的先进技术设备， 促使出口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 但邢孝兵等

（２０１８） ［１４］利用跨国数据发现， 高技术产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不利于技术创新， 而

低技术产品进口则通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创新。
本文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研究。 第一， 虽然近年来有文献

研究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学者针对劳动力成本上

升通过何种途径对出口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着眼于出口企业，
关注我国对外贸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力求在劳动力成本上升、 比较优势正在消失的

当下提出我国出口企业的应对之策。 第二， 以往研究中较少有学者根据创新质量的不

同将企业创新划分为不同层次， 大多采用新产品产值或者研发支出来衡量企业创新，
少数学者采用专利申请数来衡量企业创新， 但其文章中并没有细化到每一种专利类型

进行研究， 这不利于给政府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 本文把专利类型区分为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 分别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真的促

进了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结论。 第三， 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进口资本品的替

代机制， 从而丰富了以往文献关于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机理的研究。 第

四， 本文最先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 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库和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８ 年专利数据库三库合并面板数据， 研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出口企业创新行

为的影响， 既考虑到不同个体的差异， 又兼顾到时间变化的影响。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α ＋ βｌｎ ｗａｇｅｉ， ｔ －１( ) ＋ γＸ ｉ， ｔ －１ ＋ Φｉ ＋ Φ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是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总专利申请数； ｌｎ
（ｗａｇｅｉ，ｔ －１） 为企业 ｉ 在 ｔ－１ 年人均劳动报酬的对数形式； Ｘ ｉ，ｔ －１是影响企业 ｉ 在 ｔ－１
年创新的其他因素， 主要包括政府补贴 （ ｓｕｂ）、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企业年限

（ａｇｅ）、 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出口密度 （ ｅｘｐｉｎｔｅｎ）， Ф ｉ和 Ф ｔ分别表示企业和时间

固定效应。
目前衡量创新的指标主要包含两大类， 一是创新投入， 主要包括研发密度、 研

发投入和研发人数； 二是创新产出， 主要是新产品产值和专利申请或授权数。 黎文

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 ［１５］认为专利申请数比专利授权数更能代表企业真实的创新水

平， 因为专利授权每年都要缴纳年费和年检， 比起申请数而言， 其具有更多的不确

定性， 而专利技术在申请之前可能已经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 此外研发投入目前

能得到的数据只有 ３ 年， 而专利申请数自我国 １９８５ 年实施专利登记以来比较完整。
因此， 本文选取专利申请数衡量企业的创新行为。 除此之外， 专利数据库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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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的申请数。 为了进一步研究出口企业的创新

行为， 后文将专利细分为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 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我国

出口企业的创新情况。
劳动力成本为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劳动报酬， 考虑到指标的一致性问题， 本文的

劳动力成本仅包括职工工资与福利 （陈雯和孙照吉， ２０１６） ［１６］， 这两项占据企业人

工成本的 ６５％—７５％， 所以本文以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与应付福

利费总额之和除以职工总人数来代表企业的用工成本。
本文在实证中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以下几个： 政府补贴强度 （ ｓｕｂ）， 由于创

新具有投资周期长、 高投入、 高收益和高风险的特征， 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抵御创

新风险的能力， 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来源， 因此拥有较多补贴的企业， 将更有

意愿和能力进行创新； 本文用补贴收入的对数衡量政府补贴程度。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越大越需要雇佣具有更高教育水平和技能的职员， 从而会促进企

业的创新活动。 但企业规模过大可能会削弱企业的创新能力， 因此在面临劳动力成

本上升时， 企业规模对企业的创新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本文用从业人数的对数

形式来衡量企业规模。 企业年限 （ａｇｅ）， 企业存续时间越长， 积累的管理经验、
技术就会越多， 存在学习效应， 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革新， 但同时也可能因为在市

场中起主导地位， 与新成立的企业相比， 创新意识减弱。 企业年限用年份与开工时

间之差加 １ 的对数形式来表示。 出口密集度 （ｅｘｐ）， 一般来说， 出口密集度大的企

业， 主要面临国外市场的激励竞争， 须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因此可能会

促进创新。 本文用出口额除以工业销售产值表示企业的出口密集度。 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企业的资产收益率越高， 企业才越有动力和能力进行投资， 提高自身的创

新能力， 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 所以本文用企业利润与资产总计的比值来表示。 考

虑到企业的创新具有时滞， 本文对模型所有的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①。 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中文含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ａｔｅｎｔ 专利申请数 １５ ９８２ ９ １２５ ９０ ２８ １　 　 ５ ８２６　
ｗａｇｅ 人均工资 １５ ９８２ ２４ ０５０ ３８ １４６ ０ ５４０ ３ ８４０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发明专利数 １５ ９８２ ４ ００２ ８３ ７５２ ０ ５ ５８３
ｕｔｉｌｉｔｙ 实用新型专利数 １５ ９８２ ２ ３８６ １０ ７５６ ０ ４９３
ｄｅｓｉｇｎ 外观设计专利数 １５ ９８２ ２ ７３７ １２ ２１８ ０ ３５３
ｓｕｂ 政府补贴 １５ ９８２ ２ １６１ ３ １１３ ０ １３ ７０９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１５ ９８２ １１ ７７１ １ ５８８ ８ １６９ １８ ８８３
ａｇｅ 企业年限 １５ ９７９ １２ ９１１ １３ ８５４ １ ３５１
ＲＯＡ 资产报酬比 １５ ９８２ ０ ０８０ ０ １４３ －４ ５５０ ６ ９５０

ｅｘｐｉｎｔｅｎ 出口密度 １５ ９８２ ０ ３６３ ０ ５９５ ３ ２４ｅ－０７ ２９ ５１７
ＵＬＣ 单位增加值的劳动报酬 １５ ９７５ ４ １４５ １ ４５５ －８ ００６ ９ ６４６

ｎｅｗｒａｔｅ 新产品占比 ９ ９８７ ０ １０１ ０ ２３２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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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库主要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数据库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专利数据。 根据谢千里等 （２００８） ［１７］ 的处理方法， 对工业企业数据

进行处理， 并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 分别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平减固定资产净值、 劳动者报酬以及工业销售产值和政府补贴，
各类指数均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表 ２　 工业企业数据库、 海关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的匹配结果

年份
工业企业数据库与
海关数据库匹配数

三库合一
专利数

三库合一
企业数

平均每个企业
专利申请数

２０００ １９ ４２９ １ ４９９ ５８２ ２ ５８
２００１ ２２ ４６１ ６ ０１６ １ ０９３ ５ ５０
２００２ ２５ ７０８ ７ ４３１ １ ２２９ ６ ０５
２００３ ２９ ６６５ ６ ５４１ １ ４８２ ４ ４１
２００４ ４８ ０７５ ９ ６１２ １ ３２９ ７ ２３
２００５ ４９ ４６３ ２８ １６９ ３ ２５４ ８ ６６
２００６ ５６ ４６１ ３６ ６３５ ３ ５７２ １０ ２６
２００７ ７０ ８９５ ４６ ５４７ ４ ３６９ １０ ６５
２００８ ７９ ００５ ４１ １５３ ５ ５５９ ７ ４０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无效观测值， 本文借鉴聂辉华等 （２０１２） ［１８］的做法剔

除不合理的观测值后， 按照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１９］的方法匹配工业企业数据与海

关进出口数据①， 再参照李兵等 （２０１６） ［２０］的方法， 按企业名称对海关和工业企业

的合并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进行匹配， 从而得到本文研究所使用的三库合一的数据

库 （见表 ２）。 为了保持样本的平稳性， 结果不受离群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借鉴张

杰 （２０１５） 对最终数据库回归指标的首尾极端值进行 ３％的缩尾处理， 以保证本文

所使用数据的合理性。

三、 实证分析

（一） 基本估计结果

本文先利用面板 ｌｏｇｉｔ 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劳动力成本是否促进出口企业的创新

行为， 当出口企业申请专利时， 设 ｐａｔｅｎｔ 为 １， 没有申请专利时， 设 ｐａｔｅｎｔ 为 ０， 回归

结果见表 ３ 第 （１） 列。 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上升提高了出口企业进行创新的概率。
在验证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显著增加出口企业创新的概率后， 本文着重探讨劳

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 由于专利申请数属于计数数据， 并

不一定能满足线性回归的假设。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泊松分布和负二项分布进行研

究， 但是专利数据 （包括专利总数和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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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匹配分为三步： 第一步直接用企业名称进行匹配， 如果名称一致，
则进行合并； 第二步， 用企业的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后 ７ 位进行匹配； 第三步， 将简化的企业名称与邮政编

码作为匹配字段进行匹配。 只要通过以上任何一种方法匹配成功， 就计入合并数据库。



件方差远大于条件均值①， 不满足泊松分布的假设条件， 所以本文主要采用负二项

回归对式 （１） 进行估计。 主要解释变量劳动力成本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劳

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ｔｅｎｔ 专利总数 专利总数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ｗａｇｅ 　 　 ０ ２００∗∗∗ 　 　 ０ ２２２∗∗∗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３）

ｅｘ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０ ６１５∗∗∗ －０ １３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７２）

ＲＯＡ
０ ０４５ ０ ２５３∗∗ ０ ３１２∗∗∗ ０ １６７∗∗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８３） （０ １７６）

ｓｕｂ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ａｇ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ｓｉｚｅ ０ ４４１∗∗∗ ０ ０８６∗∗∗ ０ ０７８∗∗∗ ０ １４２∗∗∗ ０ ０８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５ ０１８ １０ ５３９ １０ ５３７ １５ ９７９ １５ ９７９ ６ ２３７
χ２ １ ２１７ ５８ ２ １０４ ５１ ２ １３４ ２４ １ ８５８ ５０ １ ２１７ ７３ ３３１ ９９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 括号里的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下表同。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基本符合现有的研究结论， 其中资产收益率和企业规模的

系数显著为正。 当企业资产收益率越高时， 企业越有动力和能力进行创新， 扩大固

定资本投入， 获得更多利润， 这与贺建风和张晓静 （２０１８） 的结论一致。 企业规

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可能的原因是创新活动本身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 规模大

的企业比规模小的企业具有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 这与王雅琦和卢冰 （２０１８） 的

结论一致。 企业出口密度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出口比重较大的

企业很可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 缺乏创新所需要的技术基础和高技术人才。 政府补

贴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说明政府补贴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 可能的

原因在于为了获得更大的补贴， 企业会选择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用来 “寻
租”， 挤出或侵占本该投入研发创新活动的资金和资源 （叶宁华和张伯伟，
２０１８） ［２１］。 企业年限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表明出口企业在长时间的发展中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和技术， 使得其研发及创新能力有所增强。 但是新进入企业通常面临

的市场竞争更加严峻， 需要较高的创新意识， 存活时间长会使其创新动力下降， 所

以企业存活年限的增长对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增加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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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所限， 没有列出专利总数、 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条件均值、 条件方差值以及概率分

布图， 备索。



考虑到不同申请专利类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尽相同， 本文又细分了专利

类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从表 ３ 第 （４） — （６） 列可以看出， 劳动力成本上升促

进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的增加， 但是对外观设计类型专利申请的影响

不显著。 这说明劳动力成本上升， 真正倒逼了我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行为。 因为在

三类专利的申请中， 外观设计的成本最低， 申请流程最为简单， 有些企业申请外

观专利不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 就是为了传达良好的企业信号， 而不是真正想

在技术上有所革新 （张杰， ２０１６） ［２２］ 。 随着国家对专利补贴政策的调整以及劳

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成本的增加， 出口企业可能会放弃外观设计专利的

申请。
（二） 内生性检验

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创新行为的因素众多， 无法全面考虑所有因素， 导

致模型可能遗漏变量， 还有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和处理测量误差问题。 为了解决

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林炜 （２０１３） 的方法， 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潜在的内生性

的影响。 工具变量一般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工具变量首先要与解释变量， 即与劳动

力成本相关， 其次要与被解释变量， 即出口企业的创新不相关。 因此本文选取各企

业所在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 因为最低工资标准是由各城市根据本

表 ４　 内生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最低工资标准
作为 ＩＶ

滞后一期
最低工资

标准作为 ＩＶ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年
企业样本

ｗａｇｅ 　 　 ０ ３１７∗∗∗ 　 　 ０ ３５１∗∗∗ 　 　 ０ ４４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８）

ｅｘｐｉｎｔｅｎ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５）

ＲＯＡ
０ １２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２

（０ １０３） （０ １３５） （０ １２２）

ｓｕｂ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８）
第一阶段
工具变量

０ ４４８∗∗∗ ０ ５１１∗∗∗ ０ ４２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３）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２１ ８１ ９０ ０５ １１７ ３５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０ ４０２ ７ ６６１ ７ ４７３
χ２ ２ ０８９ １１ １ ３９６ ４１ １ １９４ ９５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地的经济情况所确定的， 并不受

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外生于企

业的创新行为， 同时最低工资标

准的提高又会提高企业的劳动力

成本， 与劳动力成本具有相关

性。 表 ４ 给出了内生性检验的结

果。 第 （１） 列是采用企业所在

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

变量， 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企业

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显著

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其

Ｆ 值为 １２１ ８１， 远大于 １０， 说

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在

控制了内生性后， 劳动力成本的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说明劳动力

成本的增加会促进企业的创新行

为。 第 （２） 列使用滞后一期最

低工 资 作 为 工 具 变 量， 进 行

２ＳＬＳ 回归， 并通过了弱工具变

量检验， 结果依然很稳健。 虽然我国早在 １９９３ 年就颁布了 《企业最低工资规定》，
但是只在部分地区实行， 直到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颁布的 《最低工资规定》 要求各地每两

年至少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才得以有效实施 （陆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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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２４］。 因此， 本文采用 《最低工资规定》 严格实行之后的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数据

再次进行内生性检验， 结果见第 （３） 列。 我们仍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

业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①

（三） 稳健性检验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新产品
产值

单位增加值的
劳动报酬

面板泊松 面板 ＯＬＳ

ｗａｇｅ 　 　 ０ １２０∗∗∗ 　 　 ０ ０６７∗∗∗ 　 　 ０ １９０∗ 　 　 ０ １６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２）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７ ２４１ １０ ３９６ １０ ４０２ １５ ７７１
χ２ ６９６ ２２ ２ １１５ ６８ ３０５ ０３ １ ６５７ ２６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

健性，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

检验。 考虑到企业的创新产

出不一定形成专利， 也有可

能体现为新产品产值②， 表

５ 第 （１） 列采用新产品产

值作为企业创新行为的代理

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

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出口企

业新产品产值的增加。 第 （２） 列采用单位增加值的劳动报酬 （取对数） 来衡量劳

动力成本， 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

稳健性③。 考虑到不同的回归方法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第 （３） — （４） 列分

别采用面板泊松和面板 ＯＬＳ 进行回归， 可以看出结果依然稳健。④

（四） 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本文分别从出口企业要素密集度、 所有制、 贸易方式和地理区位异质性四个角

度， 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该部分的实证分析都

是考虑了内生性、 采取了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结果。
１ 所有制的异质性

由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雇佣关系、 融资成本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 所以应该考虑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避免

虚假注册的影响， 本文采用实收资本的构成比例来确定企业的所有制。 当某类资本

占实收资本比例超过 ５０％， 或者该资本比重大于其他类型的资本比重， 定义企业

为该资本类型企业。 本文将企业划分为民营、 国有、 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 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表 ６ 汇报了回归结果。 如第 （１） 列所示， 劳动力成本的上

升对国有出口企业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从企业产权角度分析， 存在委托代理问

题。 国有企业者更有动力从事能带来短期利益的活动， 从而彰显自身政绩。 而创新

活动投资回报周期长、 风险大弱化了国企经营者从事创新的动力 （吴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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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还利用 ２ＳＬＳ 分别对三类专利进行内生性检验， 劳动力成本的系数与基准回归一致， 结果依旧很稳

健， 篇幅所限， 备索。
因为缺失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新产品产值的数据， 故用新产品产值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剔除了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两年的数据。
本文还以单位增加值的劳动报酬作为解释变量， 分别对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进行稳健性检

验， 结果和基准回归一致。
通过改变回归方法增强结果的可靠性， 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２０１４） ［２５］。 第 （２） 列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私营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 这与

大部分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２６］； 吴延兵， ２０１２［２７］ ）。 私营企业

具有产权结构清晰的优势， 会促使私营企业尽可能优化资源配置， 从而使得私营企

业不仅创新产出多， 创新效率也高。 第 （３） — （４） 列显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增强

了外资和港澳台资出口企业的创新。 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外资和港

澳台资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向母公司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 并且在

融资上更加便利， 因而有更大的动力进行发明创新 （贺建风和张晓静， ２０１８）。

表 ６　 区分企业类型和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港澳台企业 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 加工贸易

ｗａｇｅ
０ ０６２ 　 　 ０ ２９５∗∗∗ 　 　 ０ ４４３∗∗∗ 　 　 ０ ４２９∗∗∗ 　 　 ０ １０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１） （０ ０４４） （０ １２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７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第一阶段
工具变量

０ ３２８∗∗ ０ ５０９∗∗∗ ０ ４７９∗∗∗ ０ ２０６∗∗ ０ ５２８∗∗∗ ０ ３９９∗∗∗ ０ ４２８∗∗∗

（０ １２７） （０ ０４７） （０ １０９） （０ ０８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２） （０ ０９３）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３ ９９ ７４ ４６ ２６ ６３ ３０ ６０ ７０ ６７ ４３ ４６ ４６ ３２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５７ ４ ８３２ １ ７９９ １ ７２６ ５ １７１ ３ ６１４ ７０７
χ２ ３３２ ３１ ８６２ ４１ ２６８ ３６ ２９８ ７０ １０２７ ９３ ７８６ ２２ １３４ ８０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 贸易方式的异质性

现有文献显示， 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在生产模式、 劳动力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地

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 因此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区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创

新行为的影响显得至关重要， 所以表 ６ 第 （５） — （７） 列分别对一般贸易、 混合

贸易和加工贸易进行分样本回归①。 从第 （７） 列可以看出， 加工贸易企业劳动力

成本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国外进口原材料

或关键零部件， 再利用我国廉价的土地或劳动力资源， 加工成最终品后再出口。 这

种生产模式造成了加工贸易企业逐步削弱了自身的创新能力。 当劳动力成本上升

时， 加工贸易企业更可能因为无利可图退出市场或者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铁瑛等， ２０１８） ［２８］。 与之相对应的是从事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的企业， 受全球价

值链领导厂商的约束更小并且拥有更高的技能结构， 面对劳动力上升带来的不利冲

击， 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 通过 “进口中学习” “干中学” 促进创新 （张杰和郑

文平， ２０１７） ［２９］。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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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参照李兵等 （２０１６） 和铁瑛等 （２０１８） 的办法将加工贸易占比大于 ０ ８ 的企业归类为加工贸易企

业， 将加工贸易占比小于 ０ ２ 的企业归类于一般贸易企业， 剩余企业归于混合贸易企业。 同时本文在实证中

也将企业分为纯加工贸易、 纯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进行稳健性检验， 最终估计结果差别很小， 备索。



表 ７　 分行业密集度和地区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东部 中西部

ｗａｇｅ
　 　 ０ ５１０∗∗ 　 　 ０ ０４４ 　 　 ０ ２８４∗∗∗ 　 　 ０ ０６８∗∗ 　 　 ０ １０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６） （０ ０４２） （０ １３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第一阶段
工具变量

０ ４４０∗∗∗ ０ ５４４∗∗∗ ０ ２８５∗∗∗ ０ ３９７∗∗∗ ０ ４２４∗∗∗ ０ ４８３∗∗∗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０） （０ ２３９）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８９）

第一阶段 Ｆ 值 ３３ ７６ ４４ ７０ １２ １９ ５８ ０６ １７９ ９７ １７ ９９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８８９ ３ ３５６ ４５１ ４ ６９７ ８ ７２６ １ ６７５

χ２ ２８１ ０３ ７１３ ４５ ４３ ７３ １ ０１３ ２８ １ ７３５ ５１ ３８２ ２８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 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

不同行业劳动力的使用情况有很大差别， 当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受到的影响不

同。 为此本文参照袁其刚等 （２０１５） ［３０］ 的分类方法， 将出口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四种。 从表 ７ 第 （１） — （４） 列可以看出，
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劳动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创新能

力的提升。 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时， 我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下降。 现存的企业会不断用资本与技术替代劳动，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提高企业的

生产率， 以此来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冲击。 资本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系数

虽为正， 却不显著。 因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 当劳动力成本上升

时， 对其影响不大。① 资本密集型创新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本的收益和自身的发

展战略。
４ 地区的异质性

由表 ７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

出口企业的创新， 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却不显著。 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中西

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并没有东部地区大， 相比之下， 仍然具有劳动力成本

优势。 因此， 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相比于创新活动的风险性， 中西部地区的

企业可能会继续挖掘低劳动力成本的潜力。 而东部地区出口企业众多， 对劳动力的

需求比较多， 供需紧张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成本上升， 使得东部地区企业更有动力

用资本、 技术替代劳动。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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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主要是那些低技能劳

动。



四、 影响机制分析

由于进口资本品在技术水平和质量上具有显著优势， 而且是国际贸易中承载技

术扩散的重要载体 （Ｘｕ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１９９９）， 近年来开始有学者研究进口资本品对企

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张杰， ２０１５； 邢孝兵等， ２０１８）。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

升， 根据要素替代效应， 这使得企业有更多的激励使用资本品， 尤其是进口资本品代

替劳动力作为投入要素进行生产。 通过对这些技术的消化、 吸收可以促使出口企业更

好地进行新产品的研发， 从而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 此外， 进口资本品还会通过成本

效应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提高利润率、 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 或通过研发互补效应提

高自身的研发水平 （林薛栋等， ２０１７）。 因此， 本文从进口替代视角考察劳动力上

升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可能影响机制， 选取进口资本品作为中介变量， 通过构建中介

效应模型考察进口替代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出口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的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 ＝ θ０ ＋ θ１ ｌｎ ｗａｇｅｉｔ( ) ＋ γＸ ｉｔ ＋ Φｔ ＋ Φｉ ＋ εｉｔ （２）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 λ ＋ λ１ ｌｎ ｗａｇｅｉ， ｔ －１( ) ＋ λ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 ｔ －１ ＋ γＸ ｉ， ｔ －１ 　 　 　
＋ Φｔ ＋ Φｉ ＋ εｉｔ （３）

其中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１表示企业 ｉ 在 ｔ－１ 年的进口资本品。 为了消除该变量自身规模变

化的影响， 本文借鉴张杰 （２０１５） 的方法采用企业进口资本品占固定资产净额的

比重作为中介变量， 并通过 ＨＳ－ＢＥＣ 对照表识别出企业的资本品进口。
实证结果如表 ８ 所示。 第 （１） 列是式 （１） 的基准回归结果①， 第 （２） —

（３） 列为式 （２） 的回归结果， 分别采用企业是否进口资本品虚拟变量 （ ｃａｐｉｔａｌ１）
和进口资本品强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２） 作为被解释变量。 如果企业进口资本品， ｃａｐｉｔａｌ１ 取

１， 否则取 ０，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 所以采用固定效应面板 ｌｏｇｉｔ 估计进行

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当国内劳动

力成本上升时， 企业更倾向于进口资本品。 由于被解释变量进口资本品强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２） 是受限变量， 所以第 （３） 列采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进行回归， 结果依然很稳

健。 第 （４） — （７） 列分别对企业申请专利总数和细分专利类型进行进口资本品

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此， 本文将劳动力成本和中介变量进口资本品强度同时纳入

回归方程， 结果显示进口替代显著增加了专利总数、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

申请数量， 表明进口资本品蕴含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企业以发明和实用新型等

较高层次创新能力的提升， 这与林薛栋等 （２０１７） 的结论一致。 但是进口替代

机制对外观设计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要弱于对其他两种类型专利的影响。 可能

的原因在于资本品进口相当于提高了技术转移度， 对外观设计这类高技术含量较

低的创新影响较小。 加入进口资本品后， 回归方程中劳动力成本的系数出现了下

降， 这初步证明了进口资本品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可能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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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表 ７ 第 （１） 列与表 ３ 第 （２） 列结果相同， 这是为了更好地对照中介效应模型的有效性。



表 ８　 机制验证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专利数量 ｃａｐｉｔａｌ１ ｃａｐｉｔａｌ２ 专利数量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ｗａｇｅ
　 　 　 　 ０ ２２２∗∗∗ 　 　 ０ ２２５∗ 　 　 　 ０ １０４∗∗∗　 　 　 ０ １０３∗∗∗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４） （０ １１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２
０ ４１２∗∗∗ １ ０８１∗∗∗ １ ０８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９９） （０ １２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１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数目 １０ ５３９ ４ ７６０ １５ ７７１ １０ ４０２ １５ ７７１ １５ ７７１ 　 ６ ２３７

χ２ ２ １０４ ５１ ５１９ ３６ ８９７ ４４ ２ １４１ ４５ ２ ２２５ ６４ １ ３７１ ９１ ３２１ ３３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本文对中介效应的可靠性做进一步分析， 采用更有效的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直接检验表 ８ 第 （４） — （７） 列系数 θ１和 λ２乘积的估计值是否在 ９５％置信区间

上显著不为 ０， 如果显著不为 ０， 则存在中介效应。 为此本文先对样本进行了 ５０００
次有放回的重复抽样， 得到容量为 ５０００ 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样本， 对这个样本可以得到 ５０００
个 θ１λ２的估计值， 并计算出置信度为 ９５％的置信区间。 检验结果显示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

包含 ０， 从而 θ１λ２的乘积显著， 验证了进口资本品具有稳健为正的中介效应。

五、 结论与启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我国劳动力报酬显著增加， 出口企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
使得部分外资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因此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和

周边发展中国家成本优势凸显的 “双向挤压” 下， 中国制造急需打造新的竞争优

势。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数据、 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的三库合并

数据， 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影响机制。 结果发现：
（１） 劳动力成本上升总体上促进了我国出口企业的创新， 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和内生性检验， 但是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和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 （２） 劳动力

成本上升促进了发明和实用新型两类的专利创新活动， 但对外观设计创新活动的影响

不显著， 说明劳动力成本上升， 真正提高了我国出口企业的技术水平。 按贸易方式划

分的回归结果显示， 只对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促进作用， 对加工

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没有影响。 按地区回归的结果显示， 只对东部地区的企业产生正

向影响， 而对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按要素密集度划分回归的结果显示， 劳动

力成本上升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按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的回归结

果表明， 私营、 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在面临劳动成本压力时具有更大的创新动力。
（３） 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通过进口资本品替代增加企业创新活动。 分专利类型看， 进

口资本品促进了发明和实用新型这两类专利， 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不显著。
为了解决现有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不足，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本文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 （１） 继续推进进口资本品便利化。 长期以来， 我国实施出口导向型

贸易模式， 希望通过 “出口中学习” 等方式获得技术水平的提升， 进口并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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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重视。 但本文从实证中得出进口资本品对出口企业创新， 尤其是发明、 实用

新型专利这样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创新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应该进一步采取措

施鼓励企业进口国外高技术资本品和关键投入品。 在国家出台的 《鼓励进口技术

和产品目录》 基础上， 各地区应制订符合自身行业发展状况的目录， 对高技术资

本品进口给予税收减免、 财政资助和进口贴息政策， 更好地发挥进口资本品的外溢

效应。 但同时也要避免长期依赖国外高技术资本品对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

负面影响。 （２） 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 为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 首先， 要

减少要素的扭曲程度， 避免银行放贷和政府补贴时存在的 “所有制歧视” 和 “规
模歧视”。 其次， 引入竞争机制。 在某些非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中， 引导民营资本

进入， 增加国有企业的外部竞争压力， 这样才能激励国有企业进行创新。 （３） 稳

步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型。 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吸收

就业、 促进技术扩散、 密切国内外经贸合作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大

贡献。 但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从事加工组装活动， 处于

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当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加工贸易企业由于技术薄弱， 资金匮

乏， 不会主动通过创新摆脱困境， 更可能是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所以为

了提高我国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应采取措施引导加工贸易企

业向自有品牌企业转变， 培育自己的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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