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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罗　 军

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

升级影响的机制， 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

中的调节效应。 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

影响机制， 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 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

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 第一， 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 第二， 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

技术创新效应， 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

级。 第三， 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

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第四， 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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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制造业依靠人口红利和要素价格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简称 ＧＶＣ）， 实现了从 “小” 到 “大” 的转变。 虽然中国制

造业建立起了较为齐全的制造业行业门类及完善的产业体系， 但在国际分工中基本

上仍属于中低端制造 （贾根良和刘书瀚， ２０１２） ［１］。 近年来， 随着我国劳动力、 土

地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 低端制造业有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

势， 同时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又相继出台 “工业 ４ ０” 和 “制造业回归” 等政

策， 导致我国在 ＧＶＣ 中面临两头挤压的不利局面。 如果不能实现功能升级， 我国

制造业企业将长期被压制在 ＧＶＣ 中低端， 难以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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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在 ＧＶＣ 中完成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比较容易， 但较难实现功能升

级和链条升级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２］。 制造业企业要通过功能升级向 ＧＶＣ 研发、
设计和品牌、 营销等高端环节攀升， 必须利用增加现代生产性服务等高级要素投入

改变对 “低道路” 的路径依赖 （刘志彪， ２００８） ［３］。 与 ＯＥＣＤ 国家相比， 我国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 生产性服务投入消耗较小， 感应力系数较低， 不能给予国

民经济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程大中， ２００８） ［４］。 发展中国家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存在一定的困难， 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杨玲， ２０１４） ［５］。
现阶段我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 （舒杏和王佳， ２０１８） ［６］， 发展水平不能满

足制造业需求 （邱爱莲等， ２０１４） ［７］， 需要通过开放生产性服务业， 引进现代生产

性服务， 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多样化和高质量的中间投入。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贸易

互补效应，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 可以弥补国内相关生产性服务效率低、
种类少的缺憾， 提升国内制造业中间投入服务质量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 １９８９） ［８］。 二是专

业化分工效应， 企业之所以愿意从外部市场购买生产性服务， 主要原因是可以获得

专业化生产的服务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６） ［９］， 通过外包企业不擅长的生产性

服务环节给国外企业， 既弥补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供给的不足， 又能专注核心环节，
促进生产率的提升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９９０） ［１０］。 三是技术溢出效应， 进口贸易将国外高

级生产性服务要素内含的人力资本、 知识资本导入制造业生产过程， 构成了这些高

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 美国技术效率提高中有一半是与别国服务贸易带来的

技术溢出效应 （Ｅ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ｔｕｍ， １９９６） ［１１］， ＯＥＣＤ 国家通过进口商业服务业增加

了高技术制造业出口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ａｎｄ Ｗｏｅｒｚ， ２００８） ［１２］。 四是贸易竞争效应， 贸易自

由化会加剧行业间竞争、 提高产品种类并降低产品价格 （Ｍｅｌｉｔｚ ａｎｄ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１３］，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 国内相关行业竞争压力加大， 被迫改进服务

提高效率， 以应对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竞争， 从这一方面来说， 提高了投入制造业

中的国内生产性服务质量 （邱爱莲和崔日明， ２０１４）。
然而， 在经济全球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

业不同价值链升级模式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我国通过扩大生产性服务业， 在 ＧＶＣ
中制造业企业能够实现何种程度的升级？ 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企业功

能升级的影响有哪些差异？ 贸易自由化程度在其中是否具有调节门槛效应， 如果

有， 具体影响效应是多大？ 现有文献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缺憾。 显然， 全面、
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 对我国制造业通过进口贸易利用全球生产性服务资源， 实现

ＧＶＣ 中功能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一、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促进了进口国制造业的发展 （ Ｈｏｅｋｍａｎ， ２００６） ［１４］，
ＯＥＣＤ 国家利用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国内技术效率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２） ［１５］， 中国进口生产性服务促进了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提升 （杨玲， ２０１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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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带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升级 （邓晶和张文倩，
２０１５） ［１７］， 在 ＧＶＣ 中制造业升级包括工艺升级、 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四种模式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２） ［１８］。 本文将构建理论模型研究生产性服

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
（一）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

产品升级表现为通过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和质量来改进已有产品， 增加新产品销

售收入。 本文借鉴刘斌等 （２０１５） ［１９］的做法， 运用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表示制

造业企业产品升级， 并参考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２０］的 “成本发现” 模型， 建立如

下生产函数来考察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因素：
Ｑ ＝ Ａ ＫＭ( ) α ＫＳ( ) β ＭＳ( ) γＬδ （１）

其中， α ＋ β ＋ γ ＋ δ ＝ １； ＫＭ 是东道国制造业出口部门资本存量； ＫＳ 为东道国国

内生产性服务部门资本存量， 其发展受到生产性服务（ＦＤＩＳ） 的影响； ＭＳ 为生产性

服务进口贸易； Ｌ 是劳动力； Ａ 是制造业出口部门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Ａ 服从［０， θ］
的一致均匀分布， 即：

θ ＝ ｆ（Ｚ， Ｔ， Ｘ） ＝ ＢＺρＺＴρＴＸρＸ （２）
Ｂ 是影响技术参数的其他因素， 自主创新 （Ｚ） 与研发资金投入 （ ｒｄｋ） 和研

发人员投入 （ｒｄｌ） 有关， 国际技术溢出 （Ｔ） 与对外直接投资 （ＦＤＩ）、 出口 （ｅｘ）
和进口 （ｉｍ） 有关， 吸收能力 （Ｘ） 与人力资本 （ｈｕｍ） 有关。

东道国制造业企业会选择技术水平最高的产品出口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自主研

发产品的技术参数为 Ａｉ， 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技术参数为 Ａｍａｘ， 模仿者技术吸收效率

为 ０＜η＜１， 因此模仿的技术参数为hＡｍａｘ。
如果 Ａｉ＞ηＡｍａｘ， 那么制造业出口企业会选择自己开发的新产品出口； 反之， 选

择模仿技术领先者产品出口。 假设东道国现有 ｍ 个出口企业， 故 Ｅ（Ａｍａｘ） ＝
θｍ

ｍ ＋ １
。

当 ｍ＝１ 时， Ｅ（Ａｍａｘ） ＝ θ
２

， 当 ｍ→∞时， Ｅ（Ａｍａｘ） ＝ θ 。 容易得到出口企业技术效率

期望值 Ｅ（Ａ） ＝ １
２
θ １ ＋ ηｍ

ｍ ＋ １
æ

è
ç

ö

ø
÷

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 并得出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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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ＭＳ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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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决定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而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制

造业企业产品升级的重要指标， 因此一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由下列因素决定： 人

均生产性服务进口、 人均制造业资本、 人均生产性服务业资本、 自主创新能力、 国

际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和出口企业数量等。 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 １：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提升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促进了制造业企

业产品升级。
（二）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的影响

功能升级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企业从加工、 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向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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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品牌及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因此， 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的增

加是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的重要体现。 本文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２１］ 的做法，
假设制造业企业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包括来自国内和进口两部分， 从理论上推导

得到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数学表达式：

ＤＶＡＲ ｊｔ ＝ １ － κｍ

Ｃ ｊｔ

Ｐ ｊｔ

１
１ ＋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ν － １

（４）

其中， ｊ 表示企业， ｔ 表示年份， ＤＶＡＲ ｊｔ 表示企业 ｊ 在 ｔ 年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κｍ 为中间投入的产出弹性， Ｐ ｊｔ 是最终产品价格， Ｃ ｊｔ 是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 ｐＩ

ｔ 是进

口中间品的平均价格， ｐＤ
ｔ 是国内中间品的平均价格， ｖ 是国内中间品与进口中间品

的替代弹性， 且 ｖ ＞ １。
从 （４） 式可知， 在最终产品出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由 Ｃ ｊｔ 和 ｐＩ
ｔ ／ ｐＤ

ｔ 两个因素决定。 分别对 Ｃ ｊｔ 和 ｐＩ
ｔ ／ ｐＤ

ｔ 求一阶偏导， 可得：
ＤＶＡＲ ｊｔ

Ｃ ｊｔ

＝ －
κｍ

Ｐ ｊｔ

１
１ ＋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ν－１ ＜ ０ 　 　 　 　 　 （５）

ＤＶＡＲ ｊｔ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 （ν － １）κｍ

Ｃ ｊｔ

Ｐ ｊｔ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ν－２

１ ＋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ν－１[ ] ２ ＞ ０ （６）

从式 （５） 和式 （６） 可知， 降低边际成本 Ｃ ｊｔ 和提高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

的相对平均价格 ｐＩ
ｔ ／ ｐＤ

ｔ 能够增加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ＤＶＡＲ。 国内企业技术创新

会提升国内中间产品质量并增加供应中间产品种类， 国内中间产品种类增加会导致

其价格下降， 进而提高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平均价格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因而相对

价格 ｐＩ
ｔ ／ ｐＤ

ｔ 的变化可以用来刻画技术创新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 ［２２］。 所以， 本文从生

产成本渠道和技术创新渠道两个方面来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

增加值的影响机制。
生产成本渠道。 从式 （５） 可知， 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ＤＶＡＲ 与边际成本 Ｃ ｊｔ

负相关。 具体而言， 中国制造业出口总体上仍以加工组装为主的加工贸易企业为

主， 生产中投入大量的包括进口生产性服务在内的国外要素和零部件， 被压制在全

球价值链低端环节， 容易对进口生产性服务产生依赖， 缺乏进口生产性服务定价

权， 加之贸易壁垒等原因， 进口生产性服务价格高于国内生产性服务， 因此生产性

服务进口贸易会增加下游制造业生产成本， 即
Ｃ ｊｔ

Ｍｉｔ
＞ ０。 其中 Ｍｉｔ 为 ｉ行业 ｔ 年生产

性服务进口。 进一步结合前文研究结论
ＤＶＡＲ ｊｔ

Ｃ ｊｔ
＜ ０， 容易得到

ＤＶＡＲ ｊｔ

Ｍｉｔ

＝
ＤＶＡＲ ｊｔ

Ｃ ｊｔ

×

Ｃ ｊｔ

Ｍｉｔ
＜ ０， 即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

内附加值。
技术创新渠道。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使得制造业获得多元化和优质的中间投入

要素， 将先进的知识、 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导入制造业， 促进了输入国企业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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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的提升 （蒙英华和尹翔硕， ２０１０） ［２３］， 即
ｉｎｎｏ ｊｔ

Ｍｉｔ
＞ ０。 而国内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的提升意味着本国企业能够提供更多中间产品种类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２４］， 即
ＮＤ

ｉｎｎｏ ｊｔ
＞ ０。 根据供求规律， 国内中间产品种类增加， 会导致国内中

间产品价格降低， 意味着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平均价格 ｐＩ
ｔ ／ ｐＤ

ｔ 提高， 即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ＮＤ ＞ ０。 再结合前文的研究结论

ＤＶＡＲ ｊｔ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 ０， 可得

ＤＶＡＲ ｊｔ

Ｍｉｔ

＝
ＤＶＡＲ ｊｔ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ＮＤ

× ＮＤ

ｉｎｎｏ ｊｔ

×
ｉｎｎｏ ｊｔ

Ｍｉｔ
＞ ０， 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技术创新渠道提升

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通过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２：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生产成本渠道降低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 阻碍了价值链功能升级。
假设 ３：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技术创新渠道提升了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 促进了价值链功能升级。
假设 ４：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包括生产成本效

应和技术创新效应，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能否促进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 取决于两

种效应的比较。
（三） 贸易自由化的调节效应

自加入 ＷＴＯ 之后， 我国一直在稳步推进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贸易自由化改

革。 贸易自由化会通过作用于进口生产性服务影响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生产成本渠道

和技术创新渠道， 实现对制造业功能升级的影响。 贸易壁垒降低的直接效应是降低

了下游制造业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成本， 从而减轻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成本渠

道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降低效应。 另一方面， 贸易自由化使得国内企业

通过进口能够获得更加丰富多样和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 （Ｋｌｅｎｏｗ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Ｃｌａｒｅ， １９９７） ［２５］， 通过利用国外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品带来

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 （叶灵莉和赵林海， ２００８） ［２６］， 前文

已经证实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技术创新渠道能够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综合上述分析， 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５： 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

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可能存在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当贸易自由化达到一定程度

后， 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投入进口生产性服务实现功能升级。

二、 计量模型、 指标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考察 ＧＶＣ 中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升级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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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结合前文理论机制， 本文首先设定如下关于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

产品升级的计量模型：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ｊｔ ＝ α０ ＋ β０ ×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ｉｔ ＋ γ０·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ｊｉｔ ＋ δ ｊ ＋ δｔ ＋ ε ｊｔ （７）

其中， ｊ、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和年份。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ｊｔ 表示企业 ｊ 在 ｔ 年的产品

升级。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ｉｔ 为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指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ｊｉｔ 为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企业生产率 （ ｔｆｐ）、 资本密集度 （ ｚｂｍｊｄ）、 企业相对规模 （ ｓｉｚｅ）、 企业年龄 （ａｇｅ）
和是否从事加工贸易 （ｐｒｏｃｅｓｓ）。 δ ｊ 、 δｔ 和 ε ｊｔ 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和

随机误差项。
为了进一步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是否促进了 ＧＶＣ 下中国制造业功能升级，

以及促进制造业功能升级的机制，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ｊｔ ＝ α１ ＋ β１１ ×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ｉｔ × Ｃｏｓｔ ｊｔ ＋ β１ ２ ×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ｉｔ × Ｉｎｎｏ ｊｔ

＋ γ１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ｊｉｔ ＋ δ ｊ ＋ δｔ ＋ ε ｊｔ （８）
其中，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ｊｔ 表示企业 ｊ 在 ｔ 年的功能升级， Ｃｏｓｔ ｊｔ 为成本效应， Ｉｎｎｏ ｊｔ 为技术

创新效应。
为了检验 ＧＶＣ 下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是

否存在贸易自由化调节效应， 借鉴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 ［２７］ 门槛面板模型的思路， 建立

了基于贸易壁垒 （ｂａｒｒｉｅｒ） 的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功能升级影响的 “单一

门槛效应” 模型， 双重及多重门槛模型在此基础上拓展即可。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ｊｔ ＝ α２ ＋ β２１ ×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ｉｔ × Ｉ（ｂａｒｒｉｅｒｉｔ ≤ ν１） 　 　 　 　 　 　 　 　 　

＋ β２２ ×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ｉｔ × Ｉ（ｂａｒｒｉｅｒｉｔ ＞ ν１） ＋ γ２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ｊｉｔ ＋ δ ｊ ＋ δｔ ＋ ε ｊｔ （９）
其中， ν１ 为待估计的门槛值， Ｉ（·） 为示性函数， 如果括号中的式子成立， 则 Ｉ

取 １， 反之， 则 Ｉ 取 ０。
（二） 核心变量选取与数据

１ 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指企业通过改进原有产品生产技术， 提升产品质量和

市场竞争力， 参考刘斌等 （２０１５） 的做法， 用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代表产品

升级。 借鉴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的方法， 分两步计算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

度。 首先， 计算产品层面的技术复杂度指数：

ＴＳＩｑｃ ＝ ∑
ｃ

（Ｘｑ
ｃ ／ Ｘｃ）

∑
ｃ
（Ｘｑ

ｃ ／ Ｘｃ）
Ｙｃ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１０）

在式 （１０） 中， ＴＳＩｑｃ 是国家Ｃ出口产品 ｑ的技术复杂度， Ｘｑ
ｃ 是国家 ｃ产品 ｑ出口

额， Ｘｃ 是国家 ｃ 的出口总额， Ｙｃ 是国家 ｃ 的人均收入水平。 其次， 计算企业的出口

技术复杂度：

ＴＳＩｅ ＝ ∑
ｑ

（
Ｘｅｑ

∑
ｑ
Ｘｅｑ

ＴＳＩｑ） （１１）

其中， ＴＳＩｅ 是企业 ｅ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Ｘｅｑ 是 ｅ企业产品 ｑ 出口额，∑
ｑ
Ｘｅｑ 是企

业 ｅ 的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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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功能升级。 功能升级是指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新的优势功能环节升级，
典型特征是企业拥有更高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为了计算企业出口的 ＤＶＡＲ， 借鉴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２８］ 和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２９］ 的方法， 将出口企业分为加工贸易型、
一般贸易型以及混合贸易型三类， 得到测算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公式：

ＤＶＡＲｐ
ｊ ＝ １ －

ｉｍｐｐ
ｊ ＋ ｉｍｐＦ

ｊ

Ｙ ｊ
　 　 　 　 　 　 　 　 　 　 　 　 　 　 　 　 （１２）

ＤＶＡＲｇ
ｊ ＝ １ －

ｉｍｐｇ
ｊ ＋ ｉｍｐＦ

ｊ

Ｙ ｊ
　 　 　 　 　 　 　 　 　 　 　 　 　 　 　 （１３）

ＤＶＡＲＭ
ｊ ＝ １ －

ｉｍｐｐ
ｊ ＋ ｉｍｐＦ

ｊ

Ｙ ｊ

æ

è
ç

ö

ø
÷ × ｗ１ ＋ １ －

ｉｍｐｇ
ｊ ＋ ｉｍｐＦ

ｊ

Ｙ ｊ

æ

è
ç

ö

ø
÷ × ｗ２ （１４）

其中， ｊ 表示企业， ＤＶＡＲｐ
ｊ 、 ＤＶＡＲｇ

ｊ 和 ＤＶＡＲＭ
ｊ 分别为加工贸易企业、 一般贸易

企业以及混合贸易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 ｉｍｐｐ
ｊ 表示加工贸易企业的实际中间品进口

额， ｉｍｐｇ
ｊ 表示一般贸易企业的实际中间品进口额， ｉｍｐＦ

ｊ 表示企业使用的国内中间投

入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 ｗ１ 和 ｗ２ 分别表示加工贸易方式和一般贸易方式在混合贸

易企业出口中的比重， Ｙ ｊ 为企业 ｊ 的总产出。
３ 生产性服务进口。 关于制造业中投入的进口生产性服务， 本文借鉴陈启斐和

刘志彪 （２０１４） ［３０］的办法， 使用以下公式测度我国制造业中投入的进口生产性服务：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ｉｔ ＝ ∑
ｍ

Ｍｍ

Ｔｍ ＋ Ｍｍ － Ｅｍ

æ

è
ç

ö

ø
÷

Ｎｉｍ

Ｑｉ

æ

è
ç

ö

ø
÷ （１５）

其中， Ｍｍ 为生产性服务产品 ｍ 的总进口额， Ｔｍ 为国内生产性服务 ｍ 的总产出

额， Ｅｍ 为生产性服务 ｍ 的总出口额， Ｎｉｍ 为制造业 ｉ 投入的生产性服务 ｍ 总额， Ｑｉ

为制造业 ｉ 投入的生产性服务总额。
４ 数据。 主要变量数据来源及处理： （１） 计算衡量产品升级的出口技术复杂

度等变量所需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２） 计

算测度功能升级的 ＤＶＡＲ 所需数据， 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

口数据库； （３） 测度我国制造业中投入的进口生产性服务变量所需数据， 来源于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两张投入产出表、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和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

据库。

三、 基本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 升级模式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１
中。 首先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估计结果。 从检验可知， 应

选用固定效应 （ＦＥ） 模型作为计量方程。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估计系数为正， 说

明我国制造业通过加大投入进口生产性服务， 提高了制造业中间投入品质量， 促进

了企业产品升级， 假设 １ 得到验证。 为了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企业产品升级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采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 使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滞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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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作为工具变量。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的 Ｐ 值是 ０ ９８５７， 故接受 “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
的原假设， 在确保估计结果一致性的检验中，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的 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３４９ 和 ０ ８３７６， 说明随机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没有二阶自相关， 故

满足无自相关条件。 Ｗａｌｄ 检验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 说明模型整体非常显著。 生产性服

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影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与 ＦＥ 估计结果一

致， 其他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也基本保持一致， 表明我们的估计结果是稳

健的。

表 １　 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 ＧＶＣ升级模式的基本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

ＦＥ 系统 ＧＭＭ 法 ＦＥ 系统 ＧＭＭ 法

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０ ３７４

（０ ６９）

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０ ８４４∗∗∗

（３ １６）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 ０ １０１∗∗∗ ０ １５２∗∗∗ －０ ０６０∗∗ －０ ０３４∗∗

（３ ０４） （３ ５２） （－２ ０６） （－２ １２）

ｔｆｐ ０ １１６∗∗∗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４∗∗

（２ ８３） （２ ００） （２ ２３） （２ １８）

ｚｂｍｊｄ ０ １４１∗∗ ０ ２３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９０
（２ ０４） （２ ８５） （０ ３５） （０ １９）

ｓｉｚｅ ０ １７６∗∗ ０ １４５∗∗ ０ １１２∗∗∗ ０ ０１０∗∗

（２ １７） （２ ４９） （３ １２） （２ ０５）

ａｇｅ
－０ ０５２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８∗∗ ０ １２０∗∗

（－１ ２１） （－１ ３７） （２ ２６） （２ ２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０ ０８９∗ ０ １２７∗∗ －０ １５１∗∗∗ －０ １４８∗∗

（１ ７３） （２ １１） （－３ ７６） （－２ ４９）

常数项
０ ８７７∗∗∗ ０ ９４４∗∗∗ ０ ３２０∗∗∗ ０ ２６４∗∗∗

（２ ８８） （３ ０９） （３ ５１） （３ ０８）
Ｒ２ ０ ３２５ １ ０ １０８ ９

Ｆ 检验
６３ １７ ４４ ９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Ｐ ＬＭ 检验
２１７ ６４ １８３ ０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３３ ４６ １７ 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６］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０ ９８５ ７ ０ ９７５ ９
ＡＲ （１） ０ ０３４ ９ ０ ０２４ ６
ＡＲ （２） ０ ８３７ ６ ０ ６５１ ４
Ｗａｌｄ 检验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注： 括号内值为估计系数 ｔ 或 ｚ 统计量， 中括号内为 Ｐ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残差自相关检验和 Ｗａｌｄ 检验给出的是统计量的伴随 Ｐ 值。

接下来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功能升级的影

响。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使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品

阻碍了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 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生产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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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但加工贸易变量例外， 加工贸

易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业务越多， 使用进口生产性服务

反而对企业功能升级越不利。 使用系统 ＧＭＭ 法估计， 从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估计结果可知， 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也基本保持一致， 说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二）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的机制

从上面分析可知，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功能升级， 那么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我国企业功能升级的机制渠道是什么？ 下面

分别构建生产性服务进口与生产成本、 技术创新的交叉项进行机制检验。

表 ２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检验

解释变量
Ｐｏｏｌ ＯＬＳ ＦＥ ＲＥ 系统 ＧＭＭ

（１） （２） （３） （４）

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０ ７７４５

（０ ５３）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Ｃｏｓｔ
－０ １８４∗∗∗ －０ １６７∗∗∗ －０ １７８∗∗∗ －０ １６２∗∗∗

（－３ ４２） （－３ ８１） （－３ ０３） （－３ ０７）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Ｉｎｎｏ ０ １１６∗∗ ０ １５０∗∗∗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４∗∗

（２ ５４） （２ ９４） （２ ０９） （２ １７）

ｔｆｐ ０ １７７∗∗∗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８∗∗∗ ０ １１０∗∗

（３ ０２） （３ ７１） （２ ９４） （２ ０９）

ｚｂｍｊｄ ０ １４５∗∗ ０ ２６６∗∗∗ ０ １２５∗∗∗ ０ １４０∗∗∗

（２ ３７） （３ ５５） （４ ２２） （４ ０２）

ｓｉｚｅ ０ ３８８∗∗∗ ０ １１９∗∗ ０ １７４∗∗∗ ０ ２０４∗∗

（２ ９９） （２ １９） （２ ８３） （２ １２）

ａｇｅ
－０ ４１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９

（－７ ４９） （０ １０） （０ ７６） （０ ０６）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０ ２１１∗ －０ １３８∗∗ －０ １２８∗∗ －０ １５０∗∗

（－１ ８７） （－２ ５８） （－２ ４０） （－２ ０６）

常数项
－０ ８４２∗∗∗ ０ １７４∗∗∗ ０ ３３０∗∗ ０ ９１３∗∗∗

（－４ ３６） （３ ２８） （２ ５１） （３ １０）
Ｒ２ ０ ６４１ ７ ０ ３０３ ２ ０ ５６３ ８

Ｆ 检验
４４ ０８
［０ ０００］

ＢＰ ＬＭ 检验
１８３ ４９
［０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１７ ４５
［０ ０２６］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１ ０００ ０
ＡＲ （１） ０ ０１８ ８
ＡＲ （２） ０ ７２７ ２
Ｗａｌｄ 检验 ０ ０００ ０

注： 括号内值为估计系数 ｔ 或 ｚ 统计量， 中括号内为 Ｐ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残差自相关检验和 Ｗａｌｄ 检验给出的是统计量的伴随 Ｐ 值。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生产成本交叉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生产性服务进口通

过生产成本渠道降低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阻碍了功能升级， 本文的假设

２ 得到验证。 主要原因是我国制造业中加工贸易型企业比重较大， 增加生产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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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投入提高了生产成本， 容易对进口生产性服务产生依赖， 从而被压制在全球价

值链低端， 很难实现价值链功能升级。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与技术创新交叉项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促进了制造业企业价值

链的功能升级， 本文的假设 ３ 得到验证。 主要原因是通过进口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

的现代生产性服务， 不仅增加了中间投入服务种类， 还提高了生产性服务投入质

量，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减少对进口中间品和核心零部

件的依赖， 实现了价值链的功能升级。 使用系统 ＧＭＭ 法估计， 核心解释变量和其

他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 故我们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从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分别与生产成本及技术创新交叉项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来

看，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生产成本渠道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降低效

应大于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效应。 因此， 总体而

言，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减少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即生产性服务进口贸

易抑制了制造业企业的功能升级， 这与本文前面基本回归结果一致， 同时也验证了

本文的假设 ４。

四、 扩展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异质性影响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包含种类较多， 不同类别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

的模式存在差异。 接下来从金融服务进口、 研发服务进口、 电信服务进口和商业服

务进口来分析不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企业价值链升级模式的影响。
首先看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 金融服务进口促进了

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 因为我国民营制造业企业普遍融资难， 通过进口金融服务，
可以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 实现产品升级。 研发服务进口也促进了制造业企业产

品升级， 说明通过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研发服务， 提高了国内制造业生产环节的技

术创新能力， 实现了产品升级。 电信服务进口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 说明通过将国

外先进的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 企业可以有效控制产、 供、 销各个环节的经营

运作， 提升生产效率 （刘斌等， ２０１６） ［３１］。 商业服务进口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 说明

通过进口商业服务， 在营销渠道、 管理方法和盈利模式等方面为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先

进的商业模式 （舒杏和王佳， ２０１８）， 有助于企业根据市场真实需求开发产品， 依据

市场偏好实现产品升级。
接下来看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的影响。 金融服务进

口促进了制造业企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 但提升作用要小于对产品升级的影响。 研

发进口服务不但没有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 而且阻碍了其功能升级，
说明一旦我国企业希望通过进口研发、 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功能升级， 拥有技

术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会设法控制技术溢出， 把我国制造企业压制在价值链低端环

节， 表现为研发进口只能促进产品升级， 难以实现功能升级。 电信服务进口和商业

服务进口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均无显著影响， 说明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

家会阻碍我国企业利用其电子商务、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开拓国际市场， 抑制我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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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

表 ３　 生产性服务进口异质性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

金融服务

进口

研发服务

进口

电信服务

进口

商业服务

进口

金融服务

进口

研发服务

进口

电信服务

进口

商业服务

进口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
　 ０ ２１０∗∗∗ 　 ０ １０１∗∗∗ 　 ０ ２０４∗∗∗ 　 ０ ３５２∗∗∗ 　 ０ １５９∗∗ 　 －０ ０６８∗∗ －０ １３９ 　 －０ ０３４
（４ ５２） （４ ０４） （３ ０８） （５ ５２） （２ ０６） （－２ ２７） （－１ ４９） （－１ １２）

ｔｆｐ
０ ２１６∗∗∗ ０ １０５∗∗ ０ １５２∗∗ ０ ２０１∗∗∗ ０ １０６∗∗ ０ １１２∗∗∗ ０ １４３∗∗ ０ ２０４∗∗∗

（３ ８３） （２ ２１） （２ ４４） （５ ０４） （２ ２３） （３ ４１） （２ ４５） （３ １８）

ｚｂｍｊｄ
０ ３０４∗∗∗ ０ １４１∗∗ ０ １６８∗∗∗ ０ ２３１∗∗∗ ０ １４２∗∗ ０ １０５∗∗∗ ０ ２０６∗∗∗ ０ １８９∗∗∗

（３ ６６） （２ ０４） （３ ６５） （４ ８５） （２ ３５） （５ ０１） （４ ５０） （４ １９）

ｓｉｚｅ
０ ２１０∗∗∗ ０ １７５∗∗∗ ０ １４１∗∗∗ ０ １２３∗∗ ０ １１２∗∗ ０ １７１∗∗∗ ０ ４１５∗∗∗ ０ ２１０∗∗∗

（４ １４） （３ １７） （３ ６８） （２ ４９） （２ １２） （３ ７８） （４ ９２） （４ ０５）

ａｇｅ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２∗∗ ０ １０９∗∗ －０ １１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５ －０ ３９８∗∗∗ －０ ０２０

（－３ ４０） （－２ ２１） （２ ３２） （－１ ３７） （０ ２６） （－０ ５６） （－３ ５２） （－０ ２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０ １６９∗∗∗ ０ １８９∗∗∗ ０ ３７２∗∗ ０ ２２７∗∗ －０ ２５１∗∗∗ －０ １４２∗∗∗ －０ ２８２∗∗∗ －０ １４８∗∗∗

（３ ５０） （４ ９３） （２ ５３） （２ １１） （－３ ７６） （－３ ６２） （－２ ９８） （－３ ４９）

常数项
０ ４２０∗∗∗ ０ ８７９∗ ２ ７５２∗∗ －０ ２３４∗∗∗ ０ １００∗∗∗ －０ ３４４∗∗∗ －４ ０９４∗∗∗ －０ １８０∗∗∗

（３ ００） （１ ９１） （２ １８） （－５ ０２） （３ １６） （－４ ５４） （－３ ６６） （－４ ２２）
Ｒ２ ０ ４２２ ８ ０ ３２５ １ ０ ５０１ １ ０ ４３５ ６ ０ １４３ ３ ０ ５２７ ０ ０ ６２３ ２ ０ ５６４ ５

Ｆ 检验
６３ １７ ４５ １６ ５３ １９ ９０ ３４ ４４ ９４ ５６ ５３ ６７ ４５ ４７ ９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ＢＰ ＬＭ 检验
２１７ ６４ ２５６ ７８ ２２１ ５４ ４６１ ６３ １８３ ０８ １２３ ０９ １４５ ８６ １３４ 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３３ ４６ ２４ ７３ ４５ ４８ ６７ ３２ １７ １７ ４５ １５ ３４ １９ １８ 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注： 括号内值为估计系数 ｔ 或 ｚ 统计量， 中括号内为 Ｐ 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

（二） 贸易自由化的调节效应

自从加入 ＷＴＯ 之后， 我国一直在稳步推进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贸易自由化改

革。 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 制造业企业投入的进口生产性服务成本也随之降低， 那

么贸易自由化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企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会带来怎样

的作用呢？ 接下来本文利用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模型进行研究。
１ 门槛效应检验与门槛值的确定

首先看总体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的门槛效应检验： 单一门

槛模型不显著， 双重门槛模型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而三重门槛模型只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所以考察总体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时， 应选择

双重门槛模型。 接下来看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检

验： 金融服务进口只有双重门槛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 故分析金融服务进口的贸易

自由化门槛效应， 应选择双重门槛模型。 同理可知， 研发服务进口的贸易自由化门

槛模型、 电信服务进口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模型和商业服务进口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模

型均应该选择双重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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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门槛模型估计与分析

下面分析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功能升级中的调

节效应。 首先看总体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功能升级的门槛模型估

计结果： 当贸易自由化水平较低时， 生产性服务进口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高贸

易壁垒增加了企业进口成本， 减少了对国外优质生产性服务的利用， 导致功能升级

受阻。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 贸易壁垒小于第一个门槛值， 生产性服务进口

种类增加和成本逐渐降低， 不再抑制企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 当贸易壁垒小于第二

个门槛值时， 生产性服务进口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自由化使得制造业企业

易于获得多元化且优质的中间投入要素， 这些高级生产性服务的导入， 增加了企业

获取出口增加值的能力， 促进企业沿着价值链两端实现功能升级。

表 ４　 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与门槛值

门槛依赖变量 模型 Ｆ 值 Ｐ 值 估计模型 门槛值

生产性服务进口

金融服务进口

研发服务进口

电信服务进口

商业服务进口

单一门槛 １４ ９５０ ０ １７０
双重门槛 ４２ ２５４∗∗ ０ ０３５
三重门槛 ３１ ５２１∗ ０ ０５５
单一门槛 １４ ９５０ ０ １８５
双重门槛 ９１ ３７５∗∗∗ ０ ００７
三重门槛 １０ ０４１ ０ １９３
单一门槛 １４ ９５０ ０ １５３
双重门槛 ２３ ７４５∗∗ ０ ０３７
三重门槛 ４ ７８３ ０ ２２５
单一门槛 １４ ９５０ ０ １３５
双重门槛 ２０ ５５８∗∗ ０ ０４５
三重门槛 ４ ０５１ ０ ２２０
单一门槛 １４ ９５０ ０ １８８
双重门槛 ２２ ３５１∗∗ ０ ０３０
三重门槛 ４ ２０２ ０ ２３３

双重门槛

模型

双重门槛

模型

双重门槛

模型

双重门槛

模型

双重门槛

模型

０ １６４
０ ０９４

０ １２１
０ ０７５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４

０ １８３
０ ０８３

０ １７９
０ ０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Ｐ 值和临界值是由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反复抽样

５００ 次得到。

再看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功能升级的门槛模型估计

结果： 在贸易壁垒大于第一个门槛值时， 贸易自由化水平较低， 金融服务进口抑制

了制造业企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 在贸易壁垒处于第二个区间时， 即中等贸易自由

化水平时， 金融服务进口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功能升级无明显影响。 在贸易自由化

水平较高时， 金融服务进口促进了制造业企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 在贸易壁垒大于

第一个门槛值时， 研发服务进口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的功能升级无显著提升作用，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 研发服务进口逐渐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的功能升

级； 电信服务进口与商业服务进口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规律， 当贸易壁垒水平较高、
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时， 均没有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功能升级， 随着贸易壁

垒的降低， 这种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从上述分析可知， 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

口促进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升级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假设 ５
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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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门槛依赖变量
生产性服务

进口
金融服务

进口
研发服务

进口
电信服务

进口
商业服务

进口

（１） （２） （３） （４） （５）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Ｉ
（ｂａｒｒｉｅｒ＞n１）

－０ １３８∗∗∗ －０ ２６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９
（－４ ３１） （－３ ６６） （－０ ９８） （－０ ５０） （－０ ５６）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
Ｉ （n２＜ｂａｒｒｉｅｒ≤n１）

０ １３５ ０ ０１５ ０ １２９∗∗∗ ０ １２９∗ ０ ０９９∗

（１ ２９） （０ ４５） （３ ４８） （１ ６９） （１ ８７）
ＳＩＭＴｒａｄｅ·

Ｉ （ｂａｒｒｉｅｒ≤n２）
０ ２０３∗∗∗ ０ １２６∗∗∗ ０ １９８∗∗∗ ０ １４５∗∗∗ ０ １２８∗∗∗

（４ ６６） （３ ２３） （３ ９１） （３ ３２） （３ ３４）

ｔｆｐ ０ ２２０∗∗∗ ０ １１１∗∗ ０ ２２１∗∗∗ ０ １２３∗∗∗ ０ ３２２∗∗∗

（２ ８３） （２ ４２） （４ ８４） （２ ９９） （３ ８６）

ｚｂｍｊｄ ０ １２７∗∗ ０ ２２４∗∗∗ ０ １１６∗∗∗ ０ １３３∗∗∗ ０ １６８∗∗∗

（２ ２３） （０ ３２１） （４ ０７） （３ ０２） （４ ０３）

ｓｉｚｅ ０ １３９∗∗∗ ０ ２０７∗∗∗ ０ ２１１∗∗∗ ０ ２２０∗∗∗ ０ １１９∗∗∗

（２ ４８） （３ ０７） （３ １２） （４ ２２） （３ ２１）

ａｇｅ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８
（０ ４１） （０ ０４） （０ ５０） （０ ４５） （０ ４６）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０ １３５∗∗∗ －０ １５４∗∗∗ －０ ２０４∗∗∗ －０ ２０７∗∗∗ －０ ２２７∗∗∗

（－２ ８０） （－２ ８５） （－３ ０７） （－３ １１） （－４ １２）

常数项
０ ６９５∗∗∗ －０ １３６∗∗∗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７∗∗∗ ０ ２０３∗∗∗

（３ ３５） （－４ ２４） （３ ３３） （３ １５） （３ １８）
Ｒ２ ０ ５４８ ９ ０ ２１９ １ ０ ２９５ １ ０ ２２２ ２ ０ ２３３ 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ｔ 统计值。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进口对 ＧＶＣ 中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

机制， 并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机

制渠道， 还考虑了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１） 总体

而言，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 ＧＶＣ 中产品升级， 但却抑制

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 ＧＶＣ 中实现功能升级。 （２）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生产成

本渠道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降低效应大于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对制造业企

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效应， 即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功能升

级。 （３） 金融服务进口、 研发服务进口、 电信服务进口以及商业服务进口均促进

了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 但只有金融服务进口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在 ＧＶＣ 中实

现功能升级。 （４） 存在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的贸易自由

化门槛效应， 随着我国服务贸易开放进程的推进， 总体及各分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

对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我国制造业企业要实现从融入 ＧＶＣ 向攀升 ＧＶＣ 转变， 参与和承担价值链高附

加值和关键环节， 功能升级至关重要。 鉴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通过

进口利用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提升制造业中间投入服务质量， 已成为企业实现

ＧＶＣ 升级的新路径。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得到下面的政策启示： （１） 应巩固通过

技术创新渠道对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的促进作用， 缓解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通过生

产成本渠道对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的抑制效应。 企业应充分利用进口生产性服务提

升制造业中间投入服务要素质量， 加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提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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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服务化水平， 利用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为功能升级提供技术条件。 政府相关部门应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 降低生产性

服务贸易壁垒， 降低企业进口成本和中间投入成本。 （２） 制定不同类型生产性服

务业差异化开放的政策。 深化金融服务开放， 不断提高其对企业功能升级的促进作

用， 而对研发服务、 电信服务以及商业服务的开放要循序渐进， 尽可能降低这些类

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企业功能升级的不利影响。 （３） 大力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
增加、 提高进口生产性服务投入品种类和质量。 继续坚持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方

向， 一方面降低了服务进口成本， 另一方面提高了高级生产性服务要素可获得性，
最终会通过生产成本降低渠道和技术创新渠道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功能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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