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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出口加工区成立之初设定的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为外生冲击

设计 “准自然实验”， 考察了行业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并对影响

的内在机制和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 产业政策对总出口存

在积极影响； 从国家层面看， 产业政策提升了企业出口到已有市场的平均规模

（集约边际）， 对开拓出口新市场的影响不显著 （广延边际）； 从产品层面看， 产业

政策提高了企业出口新产品的种类 （广延边际）， 没有显著提高在已有产品上的平

均出口规模 （集约边际）； 企业出口成本下降和新产品进入成本降低分别是产业政

策促进企业出口和带来产品层面出口广延边际增多的重要原因； 对产业政策影响出

口二元边际的前提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 遵循比较优势是产业政策发挥效果的重要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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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我国出口呈现出了 “新常态”。 为实现一定的经济

目标， 政府普遍倾向于使用产业政策对特定产业进行引导。 我国已经逐渐成为实施

产业政策最多的国家之一， 产业政策以各种形式存在于诸多领域 （江小涓，
１９９３） ［１］， 已经成为了各级政府加快经济发展和推动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 产

业政策包括基于地点的区域性产业政策 （李力行和申广军， ２０１５） ［２］， 也包括对特

定领域和产业扶持的行业性产业政策。 随着高科技产业、 新兴产业、 互联网等新业

态的发展， 针对特定行业和领域所实施的行业性产业政策日益普遍， 本文旨在对该

类行业性产业政策进行研究。
产业政策在弥补市场缺陷， 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和降低生产成本、 交易

成本方面无疑是有明显作用的 （林毅夫， ２０１４） ［３］， 因此对出口也起到了较大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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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 事实上， 行业性产业政策如主导产业政策、 出口退税政策等对出口的影响

早已在许多文献中得到了体现 （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４］。 然而随着对一国贸易的

研究逐渐开始从宏观转向微观视角， 仅仅从产业政策影响出口规模概括产业政策的

效果则显得过于宽泛， 需要进一步明确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的微观结构， 这

种微观结构可以分解为出口的二元边际， 即出口中的集约边际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和广延边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①。 考察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有利于

明确企业如何拓展多元化的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 同时， 钱学锋和熊平

（２０１０） ［５］指出集约边际意味着一国出口来源于在已有商品或市场上的单一方向

扩张， 而广延边际意味着出口企业进入新产品或新市场， 从福利上看， 集约边际

的增长可能会造成国家极易遭受外部冲击从而引致增长的大幅波动， 而出口的广

延边际提升则会增加商品或市场范围， 提升多元结构和抵御外部冲击， 因此， 研

究产业政策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也是对产业政策福利效应的进一步挖掘。 产业政策

对各个维度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性？ 如何解释存在差异性的

根源？ 产业政策对二元边际产生影响效果的前提又是什么？ 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

了研究。
研究产业政策的影响效果一般受制于两点： 一是以合适的数据识别产业政策；

二是测量和识别因果关系的合理方法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３） ［６］。 因此合理设计实验过

程将是正确估计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环节。 在众多的行业性产业政策

中， 出口加工区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 ＥＰＺｓ） 成立之初设定的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为研究行业性产业政策的效果提供了方案， 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使用

该方案设计 “准自然实验” 估计了产业政策对出口的影响， 本文在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的基础上展开对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

一、 文献综述

（一） 不同产业政策对出口及二元边际的影响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７］通过构建企业异质性模型指出一国贸易的增长主要是沿着广

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实现的， 随后研究二元边际的文献逐渐增多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４［８］；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Ｍａ， ２０１４［９］）。 产业政策重要性的凸显使得研究产业政策影

响二元边际的文献陆续增多。 从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效果看， 目前的研

究结论仍不一致。 部分研究发现特定产业政策无论对广延边际还是对集约边际均存

在积极影响， Ｂｅｒｎａｒｄ 和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９） ［１０］ 研究补贴对出口的影响， 发现政府补贴

可以加强潜在出口企业和在位出口企业之间的联系， 降低国际市场进入成本或其他

与出口有关的成本， 从而促进潜在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苏振东等 （２０１２） ［１１］发

现生产性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 补贴既是促使潜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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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延边际是指出口的单位数量， 既可以表示为出口种类的数量， 也可以表示为出口国别的数量； 集约

边际是单位数量内出口的平均规模， 既可以表示为单位产品的平均出口规模， 也可以表示为单位国家的平均

出口规模。



口企业做出口决策的原因， 也是在位出口企业提升出口密集度的原因。 然而部分研

究也发现特定产业政策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如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５） ［１２］发现补贴与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呈 “倒 Ｕ 型” 关系， 而对集约边际并没

有显著的作用。 盛丹等 （２０１１） ［１３］通过探究基础设施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发现基础设

施的建设对出口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大， 其对中国贸易增长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广延边

际， 而非集约边际。 从研究方法上看， 部分研究使用了 Ｌｏｇｉｔ 模型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

法， 如苏振东等 （２０１２）、 盛丹等 （２０１１）， 大多数使用企业数据的研究则使用了

倾向匹配得分法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５）。
（二） 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研究

已有考察二元边际的研究大多将贸易成本作为重要机制。 杨连星等 （２０１７） ［１４］

考察了反倾销对海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发现反倾销带来的企业海外直接投

资固定成本的阈值提高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 Ｄｕｔｔ 等 （２０１３） ［１５］考察了加入

ＷＴＯ 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结果表明加入 ＷＴＯ 降低了固定成本， 从而使成员的

出口广延边际上升了 ２５％， 同时却造成了集约边际的显著下降； 钱学锋

（２００８） ［１６］发现虽然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对二元边际均存在影响， 然而固定成本对

广延边际的影响更大； 盛丹等 （２０１１） 发现基础设施更多地影响企业出口的固定

成本， 因此， 基础设施降低了出口的门槛， 从而增加了出口企业数量， 而对企业出

口规模的影响不大。
进一步考察产业政策对二元边际影响的作用机制， 其中政府补贴是一个重要路

径。 Ｒｏｓｅ （２００７） ［１７］认为政府补贴可以降低企业出口环节的各项生产成本和交易成

本， 从而对企业出口产生促进作用； Ｇｉｒｍａ 等 （２００９） ［１８］对中国微观企业进行了研

究， 发现生产性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 但其对潜在企业出口可能性的促进

作用远小于对在位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 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５） 认为补贴对企业

出口集约边际不存在显著影响的原因是政府补贴在很大程度上会变异为政府官员通

过与企业合谋来实现个人寻租的目的， 会引致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固定成本或沉淀

成本的弥补作用大打折扣， 从而削弱企业的出口动机。
综合所述， 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研究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

际的文献较多， 然而却未能充分考察行业性产业政策对多个维度企业出口二元边

际的差异化影响； 二是已有研究普遍从成本视角解释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出口二元

边际， 然而却较难对成本影响出口二元边际进行量化分析； 三是关于产业政策影

响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 尤其是从遵循比较优势考察产业政策影响二元边际的前

提， 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 本文旨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第一， 以出口加

工区的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为 “准自然实验” 解决内生性， 在此基础上从多

个维度 （产品层面和国别层面） 研究该行业性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差异

化影响； 第二， 从成本视角解释和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存在差异化

影响的原因； 第三， 检验遵循比较优势是否是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

条件。

９４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经贸论坛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理论分析

多数研究从贸易成本出发讨论对出口及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４［１９］）， 探讨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亦

不例外。 从整体而言， 产业政策通过提供优惠的政策 （税收、 补贴等政策）、 完善

的交通设施等公共服务和形成专业化生产与生产集聚来降低企业出口成本， 促进企

业增加出口， 然而， 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则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从贸易成本的构成看， 不仅包括边际成本， 如原材料和人工投入、 仓储运输、 通关

等成本， 还包括进入某一新领域或新市场所增加的固定成本， 如新领域和新市场的

政策壁垒、 新市场拓展、 新产品研发成本等多个方面。 贸易成本不同构成方面的变

动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有所不同， 而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贸易成本的差异作用形成了对

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内在机制。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鼓励发展政策、 行业补贴政策等行业性产业政策而言， 政

府通常会给予税收优惠和补贴， 对于该行业新产品的创新、 研发和生产给予土地优

惠、 融资优惠和人才支持等物质、 资源、 知识、 技术和智力的全方位支持。 因此，
行业性产业政策在影响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上存在差异， 尤其是行业性产业政策会

降低扶持产业的相关产业研发、 创造新产品的固定成本。
行业性产业政策在影响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上的差异也直接影响了对二元边际

的差异化影响。 一是行业性产业支持政策使得特定行业产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下降，
会带来产品层面企业的广延边际增加， 即企业出口的新产品增多。 二是行业性产业

政策是否会引致已有产品生产规模的增加则并不确定， 一方面， 行业性产业政策是

对相关行业所有产品的支持， 并非仅仅是对新产品创新、 研发的支持， 因此有可能

会带来现有产品生产的增多； 另一方面， 新产品回报率高的特性也可能引致企业集

中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新产品生产， 从而影响已有产品生产和规模的增加。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划分是多维度的。 对于企业出口国别层面的二元边际， 行

业性产业政策的影响则有所不同。 Ｄｕｔｔ 等 （２０１３） 指出固定成本下降会带来出口

的广延边际提升， 降低企业出口到新市场的成本， 可能增加企业向新市场出口的动

力， 然而， 行业性产业政策显然未能真正实现新市场发掘和开拓成本下降的目标。
相反， 企业可能更加依赖已有的销售市场销售更多的新产品， 从而实现出口的增

加。 因此， 行业性产业政策可能会提高国别层面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 却对广延边

际的影响不明显。
假设 １： 行业性产业政策会使企业出口增加， 然而对产品层面企业出口二元边

际和国别层面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差异。 行业性产业政策会使产品层面企

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增多， 而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确定， 仍需要深入检验。 同时， 该

产业政策会带来国别层面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增多， 而对广延边际的影响不明显。
假设 ２： 行业性产业政策带来的企业新产品出口的固定成本 （进入成本） 下降

是造成以上影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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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前提的理论分析

政府需要甄别适合的产业实施产业政策， 因而选择合适的产业就成为了产业政

策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由于当前基础设施不完善， 交易费用太高使得总成本在开

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 因此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对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

偿， 从而促进产业未来的发展。 产业政策就应当针对那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

业。 一方面， 从成本角度看， 只有产业符合本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
那么该产业的生产成本才较低； 另一方面， 从收益角度看， 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的行

业如果交易成本也较低， 那么这一行业内的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

优势， 从而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由此可见， 只有鼓励和扶持具备 （潜
在） 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才是有效的产业政策。

假设 ３： 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才是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以及出口二元边

际的重要前提。

三、 产业政策识别和出口二元边际测算

（一） 产业政策的识别

２０００ 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出口加工区 （ＥＰＺｓ） 政策。 事实上， 国家为了将其

打造为承接国际 ＩＴ 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每一个 ＥＰＺｓ 在成立之初就

实施了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以引导相关产业发展。 对于这些 “主导产业” 的相关

项目， 政府一方面给予土地优惠、 融资优惠和人才支持； 另一方面还通过财政手段给

予相应补贴。 除了项目层面上的优惠， ＥＰＺｓ 所在地政府还鼓励区内企业建设研发机

构， 并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来增加科技投资， 以此支持 “主导产业”。 这一对 “主导

产业” 进行扶持的政策为本文研究和识别行业性产业政策效果提供了方案。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设立的 ＥＰＺｓ 作为研究对象， 考虑到数据匹配质量、 产

业政策措施出台的连续性及加工区成立前后数据对比的需要， 将数据期间选择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１） 对 ＥＰＳｓ 企业的识别。 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认为 ＥＰＺｓ 的成立不仅对于

区内企业， 甚至对于本地临近的配套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因此， 本文参

照其做法， 使用 ＥＰＺｓ 所在城市的所有出口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但在以下两方面进

行了改进以加强对产业政策的识别精准度： 一是将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使用的

国民经济 ３ 位码行业与 “主导产业” 进行的匹配进一步提高到了国民经济 ４ 位码

行业； 二是由于同一城市 （地级市） 可能在不同时期成立了多个 ＥＰＺｓ， 以先成立

的 ＥＰＺｓ 所在区 （或县级市） 内企业为研究样本， 只有当该城市最后一个 ＥＰＺｓ 成

立后才将该城市内所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此外， 由于上海市的 ＥＰＺｓ 较多， 且存

在范围上的交叉， 为精确识别产业政策， 本文未考虑上海的 ４ 个 ＥＰＺｓ， 本文样本

考察范围共涉及 ３５ 个 ＥＰＺｓ。
（２） 对 “主导产业” 的识别。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国民经济分类的

行业分类与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０６ 版） 中的主导产业存在差异， 本

文对此进行了匹配： 第一， 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４ 位码行业进行匹配与修订，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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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 １９９４ 与 ２００２ 新旧类目对照表》 对 １９９４ 版和 ２００２ 版数据库中

的 ４ 位码行业进行了匹配； 第二， 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 ＥＰＺｓ 主导产业进行匹

配①。 由于国民经济行业与发改委发布的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０６ 版）
公布的主导产业不一致， 本文将研究样本中 ＥＰＺｓ 所涉及的 ３８ 个 “主导产业” 与

国民经济 ４ 位码行业进行了逐一对应， 具体匹配方法包括以下 ４ 种： 根据特殊行业

的分类目录或分类代码与 “主导产业” 进行匹配； 依照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２０１２） 》 中对 “主导产业” 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应注解与国民经济行业匹配；
根据关键词匹配， 删除修饰词以后进行匹配； 对前几种方法的结合使用。

（二） 出口二元边际的测算

随着二元边际理论研究的深入， 出口二元边际的分解维度日益多样。 在异质企

业研究中， 许多学者开始依靠企业数据从产品层面或国家层面对出口二元边际进行

测算， 但大多数研究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分解都是基于一个层面， 本文则从产品

和国家两个层面分解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 以期更加深入地研究出口变动的微观

结构。
（１ ） 企 业 出 口 产 品 层 面 二 元 边 际 的 测 算。 在 产 品 层 面， 参 考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８） ［２０］的做法， 广延边际是指出口产品新增种类的扩张， 集约边际是指每种出

口产品平均数量的增长。
广延边际的测算方程如下：

ΔＥＴ＿ Ｐ ｉｔ ＝ － ∑ ｉ∈ＩＤｔ－１
Ｐ ｉｔ－１ ＋ ∑ ｉ∈ＩＮｔ－１

Ｐ ｉｔ （１）

其中， ΔＥＴ＿ Ｐ ｉｔ 是指企业 ｉ 第 ｔ 期产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层面的广延边际 （新增出口

新产品数量）， 等式右边第 １ 项指的是在 ｔ－１ 期出口而第 ｔ 期不再出口的已有产品

种类的增加数， 第 ２ 项指的是 ｔ－１ 期没有出口而 ｔ 期开始出口的新产品种类的增

加数。
集约边际的测算方程如下：

ΔＩＴ＿ Ｐ ｉｔ ＝ ∑ ｉ∈Ｉ
Ｑｉｔ － ∑ ｉ∈Ｉ

Ｑｉｔ －１ （２）

其中， ΔＩＴ＿ Ｐ ｉｔ 是指企业 ｉ 第 ｔ 期产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层面的集约边际 （每种新增

产品出口的平均规模）， 等式右边第 １ 项和第 ２ 项分别代表第 ｔ 期和第 ｔ－１ 期每种

产品的平均出口数量。
（２） 企业出口国家层面二元边际的测算。 在国家层面， 广延边际界定为目标

出口国市场的扩张， 集约边际是指出口到每个目标国产品的平均数量上的增长。 计

算企业出口国别层面广延边际的公式如下：

ΔＥＴ＿ Ｃ ｉｔ ＝ － ∑ ｉ∈ＩＤｔ－１
Ｃ ｉｔ－１ ＋ ∑ ｉ∈ＩＮｔ－１

Ｃ ｉｔ （３）

其中， ΔＥＴ＿ Ｃ ｉｔ 表示企业 ｉ 第 ｔ 期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层面的广延边际 （新增出

口新市场数量）， 等式右边第 １ 项指的是在 ｔ－１ 期出口而 ｔ 期不再出口的已有目标

国的增加数， 第 ２ 项指的是 ｔ－１ 期没有出口而 ｔ 期开始出口到新目标国的增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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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集约边际的测算方程如下：

ΔＩＴ＿ Ｃ ｉｔ ＝ ∑ ｉ∈Ｉ
ｑｉｔ － ∑ ｉ∈Ｉ

ｑｉｔ －１ （４）

其中， ΔＩＴ＿ Ｃ ｉｔ 表示企业 ｉ 第 ｔ 期产品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层面的集约边际 （每个新增

市场出口的平均规模）， 等式右边第 １ 项和第 ２ 项分别表示 ｔ 期、 ｔ－１ 期出口到每个

目标市场的平均产品数量。
根据公式 （１） － （４）， 本文依靠中国海关数据库测算了我国企业出口在产品

和国家两个维度的二元边际①， 结果表明： 整体看， 我国企业出口增长迅速， 无论

是从国家层面的测算还是从产品层面的测算， 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均对

贸易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 然而， 从出口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对比看，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则来自于广延边际， 这既包括企业在产品层面的

广延边际， 也包括企业在国家层面的广延边际。 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多年的出口贸易

发展中， 出口新产品的种类迅速增加， 而出口的新市场范围也在迅速扩大。

四、 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检验

产业政策， 尤其是行业性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存在何种影响？ 本文将对此

进行研究。 首先检验产业政策对出口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产业政策如何

影响出口二元边际。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Ｙｃｊｉｔ ＝ β０ ＋ β１Ｌｃｉ ＋ β２Ｌｃｉ × Ｔｔ ＋ β３Ｔｔ ＋ γＸ ＋ δ ｊ ＋ δｃ ＋ εｃｊｉｔ （５）
ＥＴｃｊｉｔ ＝ β０ ＋ β１Ｌｃｉ ＋ β２Ｌｃｉ × Ｔｔ ＋ β３Ｔｔ ＋ γＸ ＋ δ ｊ ＋ δｃ ＋ εｃｊｉｔ （６）
ＩＴｃｊｉｔ ＝ β０ ＋ β１Ｌｃｉ ＋ β２Ｌｃｉ × Ｔｔ ＋ β３Ｔｔ ＋ γＸ ＋ δ ｊ ＋ δｃ ＋ εｃｊｉｔ （７）

方程 （５） 考察了产业政策对出口规模的影响， 方程 （６）、 方程 （７） 分别考

察了产业政策对出口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 其中， 方程 （５） 中， Ｙｃｊｉｔ 代表

ＥＰＺｓ 所在的 ｃ 城市 ｊ 行业中的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的出口贸易规模， Ｌｃｉ 是 “主导产业”
虚拟变量， 当行业为 ＥＰＺｓ 的 “主导产业” 时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Ｔｔ 为时间虚拟变

量， 是指 ＥＰＺｓ 成立当年及其以后的时间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Ｘ 为控制变量组。 在

方程 （６）、 方程 （７） 中， ＥＴｃｊｉｔ 和 ＩＴｃｊｉｔ 分别代表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 交叉

项 Ｌｃｉ × Ｔｔ 的估计系数 β２ 度量 ＥＰＺｓ “主导产业” 政策实施后相比 “非主导产业”
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是本文的重点估计系数。

控制变量方面， 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和与开发区

相关的控制变量， 具体如下： 一是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贸易方式 （一般贸

易、 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 企业所有制性质 （包括国有、 集体、 私营、 外资和其

他）、 企业规模 （ ｌｎｓｃａｌ）、 企业年龄 （ａｇｅ） 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二是城

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国家级开发区的累计数量 （Ｑｕａ＿ ｎａ） 与累计规划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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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ａ＿ ｎａ）、 省级开发区的累计数量 （Ｑｕａ＿ ｐｒｏ） 与累计规划面积 （Ａｒｅａ＿ ｐｒｏ） 等。
此外还控制了行业层面虚拟变量 δ ｊ 、 城市层面虚拟变量 δｃ ， 并在处理模型扰动项

的自相关问题上进行了企业聚类标准误处理。 εｃｊ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二） 数据来源与匹配

本文选用的产业政策来自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成立的 ＥＰＺｓ， 使用的数据主要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相关数据，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控制变量来源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 其中企业规模以企业职工人数的对数形式呈现，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根据 ＬＰ 方法计算得到。 第二， 中国海关数据库。 企业出口规模、 企业所有

制性质、 企业出口贸易方式、 出口产品种类、 出口目标国数量、 每种产品出口的平

均数量、 出口到每个国家的平均数量等数据均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获得。 第三， 国

家及各地区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平台。 ＥＰＺｓ 的成立时间、 国家级开发区的累计数

量 （Ｑｕａ＿ｎａ） 与累计规划面积 （Ａｒｅａ＿ｎａ）、 省级开发区的累计数量 （Ｑｕａ＿ ｐｒｏ）
与累计规划面积 （Ａｒｅａ＿ ｐｒｏ） 和 “主导产业” 的相关信息等主要来自于 《中国开

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０６ 年版）。
由于同一企业在不同的数据库中存在名称不一致的情况， 使两个数据库中企业

名称存在差异， 本文将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的名称中的 “ －、，、
 、 空格、 （） ” 等特殊符号进行删除和替换， 而后再按照企业名称进行匹配。

（三） 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本文先对产业政策对出口规模的影响进行估计， 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第 （１） 列

在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回归， 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 ＥＰＺｓ 对

“主导产业” 的扶持政策， 相对于 “非主导产业”， 对出口规模存在显著的促进作

用； 第 （２） 列加入所有控制变量， 结果依然表明 ＥＰＺｓ 的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

对出口规模存在积极影响； 第 （３） 列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 第

（４） 列对企业层面进行聚类标准误处理， 结果依然显示 ＥＰＺｓ 的 “主导产业” 扶持

政策对出口规模存在积极的正向作用， 从影响效果看， 这一影响约为 ８ １％。

表 １　 产业政策对总出口规模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ＥＰＺ 成立前后 （Ｔ） 　 　 ０ １６３∗∗∗ 　 　 ０ ２２８∗∗∗ 　 　 ０ ２８４∗∗∗ 　 　 ０ ２８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ＥＰＺ 成立前后×是否是主导产业
０ １４２∗∗∗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１）

是否是主导产业 （Ｌ）
－０ １０９∗∗∗ －０ １４４∗∗∗ －０ １５９∗∗∗ －０ １５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７ ９６１ ５７ ７５６ ５６ ８６２ ５６ ８６２

Ｒ２ ０ ００２ ０ １８８ ０ ３３９ ０ ３３９
注：∗∗∗、∗∗分别代表 １％、 ５％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第 （４） 列中控制了企业规模、 企业年
龄、 ＴＦＰ、 企业性质与贸易方式等控制变量， 并固定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 进行聚类标准误处理；
篇幅有限不再汇报， 后文回归相同， 不再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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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产业政策对出口规模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保证 ＤＩＤ 方法估计结果的准

确性， 本文选取 ＥＰＺｓ 设立时确定的

“主导产业” 内的出口企业为实验

组、 ＥＰＺｓ 所在城市的 “非主导产业”
内的出口企业为对照组， 进行平行趋

势假设检验， 如图 １ 所示。 在图 １
中， 横轴代表距离政策实施的时期，
“０” 代表产业政策实施的当年， 负

值代表政策实施前， 正值代表政策实

施后； 纵轴代表实验组相对于对照组

的出口规模增长情况， “０” 代表两

组之间的出口规模的增长幅度无差异， 正值代表实验组的出口规模增长幅度大于对

照组， 负值则反之。 由图 １ 可知， 产业政策实施前， “主导产业” 出口规模平均增

长幅度低于 “非主导产业”， 在 ＥＰＺｓ 成立、 产业政策实施 ２ 年及以后年份， “主导

产业” 出口规模平均增长幅度均高于 “非主导产业”。
（四） 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根据上文测算的企业出口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二元边际， 对方程 （６）、 方

程 （７） 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第 （１）、 （２） 列表明 ＥＰＺｓ 的 “主导产业”
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别层面上的广延边际的影响不大， 然而对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这意味着， 该政策对于扩大企业新出口市场的意义不明显， 而有利于提高

企业对已有市场的出口量。 这一检验结果证明了前文假设 １ 中的部分结论。 表 ２ 第

（３）、 （４） 列分别检验了 ＥＰＺｓ 的 “主导产业” 政策对企业 ２ 位码产品层面出口的

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 表明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产品出口的广延边际， 而对

集约边际的影响不大。 表 ２ 第 （５）、 （６） 列进一步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 ４ 位码

产品层面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 结果与前文的结论基本一致。 这一结

果也证明了前文假设 １ 中的部分结论。

表 ２　 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变量

国家层面上二元边际 ２ 位码产品层面上二元边际 ４ 位码产品层面上二元边际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ＰＺ 成立前后×
是否是主导产业

　 　 　 ０ ０９３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７∗∗ 　 　 　 ０ ０２９ 　 　 　 ０ ３５２∗∗∗ 　 　 ０ ００６
（０ ２０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０） （０ １０７） （０ ０３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６ ８６２ ５６ ８６２ ５６ ８６２ ５６ ８６２ ５６ ８６２ ５６ ８６２
Ｒ２ ０ ２１３ ０ ２９９ ０ １１９ ０ ２９０ ０ １５０ ０ ２６７

注：∗∗∗、∗∗分别代表 １％、 ５％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表中除了有 “ＥＰＺｓ 成立前后×是否是
主导产业” 这一交叉项以外， 还应当单独存在 “ＥＰＺｓ 成立前后 （Ｔ） ” 和 “是否是主导产业 （Ｌ） ” 这两
项， 篇幅有限本文不再汇报。 下面表同， 不再赘述。

本文对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行平稳性趋势检验。 首先对于产业政

策影响企业国家层面出口的二元边际进行平稳性趋势检验， 结果见图 ２。 图 ２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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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产业政策实施前后， 该政策对于企业出口国家层面的广延边际影响不大， 政策

前后影响系数均呈上下波动趋势； 而图 ２ （右） 表明， 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家层面

的集约边际影响较大， 产业政策实施以后， 对集约边际的正向影响效果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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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产业政策对国家层面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图 ３ 对产品层面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行了平稳性趋势检验。 图 ３ （左） 表明产业

政策实施前该政策对出口广延边际的影响不明显， 而在产业政策实施后， 呈现出了

明显的积极影响， 表明产业政策实施对企业产品层面出口广延边际的影响明显， 相

反， 图 ３ （右） 显示产业政策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在政策前后趋势一致， 表明产业政

策对企业产品层面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不显著。

-0
.5

0
0.
5

1

-4 -3 -2 -1 0 1 2 3 4

�
�M�	��EL

-0
.3

-0
.2

-0
.1

0
0.
1

0.
2

0.
3

-4 -3 -2 -1 0 1 2 3 4

�
�M�	L4EL

�A� 95%5�	K�+ 95%5�	K�+ �A� 95%5�	K�+ 95%5�	K�+

图 ３　 产业政策对产品层面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五） 稳健性检验

（１） 进一步加强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的匹配程度①。 使用 “准自然实验” 法

进行研究， 一般要求实验组与对照组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前文以 ＥＰＺｓ 成立

之初设定的 “主导产业” 行业的企业为实验组， 以 “非主导产业” 行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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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篇幅限制， 本文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再汇报， 备索。



为对照组， 而两组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的较大差异会带来估计结果的不准确， 因此

为加强两组企业的相似性， 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筛选出与实验组相似性较强的对

照组样 本。 本文选取的指标主要为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指标， 参考邱斌等

（２０１２） ［２１］的相关研究， 选取了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几方面指标： 企业经营基本指

标， 财务费用 （对数）， 企业规模指标， 企业规模① （对数）、 企业实收资本 （对
数）， 企业效率指标， 企业人均产值 （对数）、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ＬＰ 方法测算）。
此外，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同一出口加工区的 “主导产业” 内企业与 “非主导产业”
内企业进行的匹配， 因此对区域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②。 该研究结果与前文的结论

是一致的。
（２） 考虑企业的空间转移效应。 本文对产业政策的经济效果存在一种担忧：

上文所呈现的影响可能仅仅是将经济活动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尤其是

转移到了 ＥＰＺｓ 的 “主导产业” 行业， 而并没有引致经济总量的增加。 在本文中，
则可能是由于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的实施使得大量出口企业迅速涌入 ＥＰＺｓ 的

“主导产业”， 从而使得该产业内企业的出口规模迅速提高， 而并非是由于产业政

策实施使得出口明显上升。 为排除这种 “转移效应” 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选用了

在 ＥＰＺｓ 的 “主导产业” 政策实行之前一直持续出口的企业， 剔除了新增的企业样

本。 该研究结果与前文结论也是一致的。
（３） 考虑产业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性。 前文选取了出口加工区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策， 然而由于不同区域本身的经济实力存在差异， 亦

或由于地区的产业集群不同， 该产业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区域差异性， 这

种区域性的差异或将对前文的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就以上考虑， 本文认为同一地

区， 如长江三角洲地区， 经济实力相近且产业集群较为类似， 那么该区域内所实施

的产业政策在落实上可能也较为一致， 因此在样本中仅选取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所

涉及的出口加工区作为研究对象③。 重复上文研究， 证明以上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４） 考虑产业政策实施的行业差异性。 与产业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性类似，

事实上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 由于 “主导产业” 存在属性上的差异性， 那么产业

政策在扶持方面也可能存在着差异性， 这些差异性既可能表现在扶持力度上， 也可

能表现在所选取的扶持方式上。 例如对于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的幼稚产业， 政府的扶

持力度可能较大， 而可能多以补贴幼稚产业保护手段为主， 相比而言， 对于部分升

级型产业， 扶持的力度和手段则可能与新兴产业存在差异， 此外， 服务业与制造

业、 传统制造业和新兴制造业等在面对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时都可能存在差异，
而以上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估计结果。 为此在此次稳健性检验中仅选取了扶持新兴制

造业的出口加工区， 这些产业包括电子电器、 集成电路、 精密机械、 光电子、 新材

７５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 经贸论坛

①
②
③

企业规模以企业就业人数的对数值表示。
篇幅限制， 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统计性描述不再陈列， 备索。
这个研究对象下的 ＥＰＺｓ 包括芜湖 ＥＰＺ、 宁波 ＥＰＺ、 南通 ＥＰＺ、 无锡 ＥＰＺ、 嘉兴 ＥＰＺ、 镇江 ＥＰＺ、 连云

港 ＥＰＺ、 苏州高新区 ＥＰＺ、 南京 ＥＰＺ、 慈溪 ＥＰＺ、 扬州 ＥＰＺ、 吴中 ＥＰＺ、 吴江 ＥＰＺ、 常熟 ＥＰＺ 和常州 ＥＰＺ 等。



料、 新能源等①。 重复上文研究， 结果证明前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 产业政策、 贸易成本与出口二元边际

出口加工区的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对企业出口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在二元

边际方面， 对企业出口产品层面的广延边际和国家层面的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接下来检验贸易成本在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中的作用， 并对前文的

假设 ３ 进行证明。
（一）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出口的机制探究

首先， 本文选用替代指标来衡量企业成本和出口新产品的进入成本。 张杰和郑

文平 （２０１５）、 苏振东等 （２０１２） 均发现政府补贴对出口及出口二元边际存在影

响， 事实上， 对于产业政策， 尤其是鼓励性的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 政府普遍

会给予补贴、 融资优惠等方面的支持， 因此可以用补贴衡量贸易成本的变化， 这为

本文从贸易成本视角考察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及二元边际提供了方案。 本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补贴指标作为衡量企业出口成本的间接指标， 借

鉴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５） 的做法， 对补贴指标进行去规模化处理， 以企业补贴与

表 ３　 产业政策影响出口的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企业补贴强度 出口规模

（１） （２） （３）
ＥＰＺ 成立前后×
是否是主导产业

　 　 ０ ０６９∗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企业受到补贴

的强度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０ ２３６ ４０ ２３６ ４０ ２３６

Ｒ２ ０ ３６８ ０ ３３９ ０ ３４０
　 注：∗∗∗、∗∗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的

数字为标准误。

企业总资产的比值度量补贴强

度， 该指标数值越大， 说明企

业的贸易成本越低。 本文采用

中介效应模型， 旨在考察贸易

成本在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中所

起的中介作用， 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第 （１） 列表明， 产业政

策下主导产业内企业与非主导

产业内企业相比具有较高的补

贴强度， 即出口成本相对较低。 第 （２） 列表明产业政策对出口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 而第 （３） 列的回归中交叉项的回归系数相比第 （２） 列交叉项系数发生了一

定程度的下降， 表明企业出口成本下降实际上是促进出口规模增大的重要原因， 虽

然并非促进企业出口增多的主导渠道， 但也是重要渠道之一。
（二）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机制探究

此处检验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行业性产业政策下企业进入新

产品生产的进入成本下降， 引起了企业出口产品层面的广延边际提高， 因此， 研究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时， 就要刻画企业进入新产品生产的进入成

本变化， 而并非企业总体成本的变化。 本文依然选取补贴强度作为企业成本的间接

衡量指标， 由于重点检验的成本为进入成本， 因此选取行业层面的补贴来衡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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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涉及的 ＥＰＺｓ 主要包括西安 ＥＰＺ、 芜湖 ＥＰＺ、 宁波 ＥＰＺ、 无锡 ＥＰＺ、 北海 ＥＰＺ、 青岛 ＥＰＺ、 嘉兴 ＥＰＺ、
镇江 ＥＰＺ、 苏州高新区 ＥＰＺ、 沈阳 ＥＰＺ、 锦阳 ＥＰＺ、 南沙 ＥＰＺ、 九江 ＥＰＺ、 泉州 ＥＰＺ、 福州 ＥＰＺ、 福清 ＥＰＺ、
慈溪 ＥＰＺ、 扬州 ＥＰＺ、 吴中 ＥＰＺ、 吴江 ＥＰＺ、 常熟 ＥＰＺ、 常州 ＥＰＺ 和沈阳张仕 ＥＰＺ 等。



进入新行业 （产品） 的进入成本。 本文认为行业层面的补贴越高， 则企业进入该

行业的成本越低。 表 ４ 汇报了 ＥＰＺｓ 的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如何通过进入成本影

响出口企业的二元边际。 表 ４ 第 （１） 列表明 “主导产业” 的进入成本普遍比 “非
主导产业” 要低 （行业补贴高）； 第 （２）、 （３） 列考察了行业 “进入成本” 下降

是否是带来企业出口 ２ 位码产品层面广延边际上升的机制， 证明扶持行业进入成本

的下降带来了产品层面广延边际的上升； 第 （４）、 （５） 列对企业出口 ４ 位码产品

层面广延边际的检验亦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然而对于企业出口产业层面的集约边际

和国家层面的广延边际， 表 ４ 的第 （４）、 （６） 列已经证明了 “主导产业” 扶持政

策对二者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不存在通过降低 “主导产业” 的进入成本提高产业

层面的集约边际和国家层面的广延边际的机制。 而对以上结论的证明也能进一步推

断出产业政策提升企业出口在国家层面上的集约边际的原因： 即主导产业政策带来

的企业出口新产品的增多， 尤其是在已有市场上的增多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表 ４　 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行业补贴 ２ 位码产品广延边际 ４ 位码产品广延边际

（１） （２） （３） （４） （５）

ＥＰＺ 成立前后×是
否是主导产业

　 　 ０ ０５８∗∗∗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３∗∗ 　 　 ０ ３５２∗∗∗ 　 　 ０ ３４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７）

行业补贴
０ ０３９∗∗ ０ １４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０）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６ ８３５ ５６ ８６２ ５６ ８３５ ５６ ８６２ ５６ ８３５

Ｒ２ ０ ６６９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９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０

注：∗∗∗、∗∗分别代表 １％、 ５％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当然， 由于企业财务费用是指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利息支出， 能够较好地反映企

业的成本， 因此也可以用来衡量贸易成本， 本文除了使用补贴进行研究以外， 也同

时使用了企业财务费用强度衡量融资成本强度， 结果与表 ３、 表 ４ 所呈现出的结论

是一致的， 鉴于篇幅有限， 本文不再汇报。

六、 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

本文检验符合比较优势是不是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条件。
（一） 比较优势产业测算

对于比较优势产业的衡量， 本文使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行业区位熵表示。 区

位商的衡量方式为 ４ 位码地区的 ４ 位码行业的生产总值占 ４ 位码地区的生产总值

比重与全国该 ４ 位码行业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之比表示。 如果 ＲＣＡ ＝
１， 表示这个行业的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ＲＣＡ ＞１， 意味着这个行业的

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该行业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 反之， 则不具备比较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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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证结果

本文选取比较优势指数大于 １ 即 ＲＣＡ＞１ 的样本进行回归， 从而检验了比较优

势是否是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 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表明， 对于出口规

模， 产业政策对总出口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于国家层面的出口二元边际， 产业

政策提高了集约边际， 对广延边际的影响不明显； 对于产品层面的出口二元边际，
产业政策提高了广延边际， 相反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５　 比较优势产业内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变量
总出口

（１）

国家层面上
二元边际

２ 位码产品层面上
二元边际

４ 位码产品层面上
二元边际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ＥＰＺ 成立前后×
是否是主导产业

０ １３０∗∗ ０ １４４ ０ １３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７９ ０ ３５６∗∗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２） （０ ２６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０） （０ １３８） （０ ０４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８ ５１７ ３８ ５１７ ３８ ５１７ ３８ ５１７ ３８ ５１７ ３８ ５１７ ３８ ５１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３５３　 ０ ２４０　 ０ ３０９　 ０ １３５　 ０ ３０５　 ０ １６５　 ０ ２８０　

注：∗∗∗、∗∗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本文选取比较优势指数小于 １ 即 ＲＣＡ＜１ 的样本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表明， ＥＰＺｓ 成立之初所设定的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对出口规模的扩大没有显著

的影响， 且对各个层面测算的出口二元边际也没有明显的影响。

表 ６　 无比较优势产业内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总量
总出口

（１）

国家层面上
二元边际

２ 位码产品层面上
二元边际

４ 位码产品层面上
二元边际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广延边际 集约边际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ＥＰＺ 成立前后×
是否是主导产业

－０ ０２６ －０ ３３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２ ０ ２２２ －０ １０６
（０ ０７０） （０ ３４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９） （０ １６０） （０ ０６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 ３４５ １８ ３４５ １８ ３４５ １８ ３４５ １８ ３４５ １８ ３４５ １８ ３４５
Ｒ２ ０ ３１３ ０ １６１ ０ ２８５ ０ ０９７ ０ ２７０ ０ １１３ ０ ２５３

以上两个方面证明了比较优势是产业政策影响我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条件。

七、 结论与启示

出口二元边际的增长代表着不同的福利效果 （钱学锋和熊平， ２０１０）， 明确行

业性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对于我国有针对性地依靠产业政策以提高出口

规模、 抵御外部风险冲击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 ＥＰＺｓ 成立之初所设定的 “主导

产业” 扶持政策为外生冲击构建 “准自然实验”， 检验了产业政策对出口二元边际

的影响， 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我国出口实现了迅速增长， 而这

种增长主要来自于广延边际， 即我国出口的新产品不断增加和出口新市场的不断拓

展是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 ＥＰＺｓ “主导产业” 扶持政策对出口规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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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影响， 进一步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发现产业政策对国

家层面的集约边际存在积极的影响， 对广延边际的影响不显著， 相反， 产业政策对

产品层面的广延边际存在显著的影响， 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 从成本视

角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及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发现产业政策带来扶持企业的

出口成本下降是促进出口规模扩大的重要渠道， 同时， 产业政策所带来的行业

“进入成本” 的下降是促进产品层面出口广延边际提升的重要原因； 第四， 通过检

验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 发现只有遵循比较优势制定的产业政策才是

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
受制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局限， 本文选择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虽

然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与早期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出现了较明显的变化， 然而不可

否认的是产业政策通过影响贸易成本对企业二元边际产生影响的理论却并未发生变

化， 企业基于成本角度选择出口行为的思路也并未变化。 此外， 我国类似的行业性

产业政策仍然广泛存在， 如行业补贴政策、 新兴产业扶持政策， 因此研究行业性产

业政策如何影响出口企业的行为选择及出口二元边际仍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本

文结论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政策含义。
第一， 为达到特定的政策目标应当合理选择产业政策工具， 甚至需要使用多种

产业政策工具。 本文结论表明， 行业性产业政策对于扩大新的出口市场的作用并不

明显， 对于扩大出口新产品种类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未来在实施产业政策时， 为达

到特定目标应当合理选择产业政策， 结合多种产业政策实现既定目标。
第二， 遵循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以实现产业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 遵循比较

优势是产业政策对出口及出口二元边际产生影响的前提， 当前我国中央及各级政府所

实施的产业政策较多， 然而大多数产业政策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明确产业政策

发挥的前提， 即遵循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对促进产业政策发挥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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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 ｔｏｏｋ ｔｈｅ “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ｗ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
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ｂｕｔ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ｎｔ 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ｅｘ⁃
ｐｏｒｔ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ｎｔｒｙ ｃｏｓｔ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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