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

———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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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合并数据， 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我国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 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集中体现在促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上。 具体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

高。 在控制集群企业数目和集聚程度后， 结论保持稳健。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依

据企业是否更换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本文的研

究结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

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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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与我国长期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不对称的是， 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仍然存在很

大空间， 这也是近期我国贸易强国建设的重点突破内容———出口规模增长较为可

观， 质量提升则较为有限 （施炳展， ２０１０［１］； 张杰等， ２０１４［２］； 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３］）。 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内容之一。 长期出口低质

量产品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７） ［４］： 第一， 产品极易被取代；
第二， 产品附加值率低。 因此， 亟需改变当前出口产品质量较低的现状。

然而产品质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难以量化， 因而并没有统一的权威概

念。 Ａｉｇ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０） ［５］认为， 高质量产品可以形容为 “该产品至少有一种特性被

购买者所看重” （ｖａｌｕｅｄ ｂｙ ｂｕｙｅｒｓ）， 进而能够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 比如速度、 能

力、 规模、 耐用性以及可靠性、 设计、 商誉、 信任等。 具体到如何度量产品质量，
一些研究认为价格是衡量产品质量的关键指标， 价格越高则产品质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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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４［６］；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ｂａ， ２００４［７］；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８］；
Ｈａｌｌａｋ， ２００６［９］）。 但施炳展 （２０１４） ［１０］、 张杰等 （２０１４） 等学者指出， 价格法过

于笼统， 不仅包含质量信息， 而且包括成本信息、 需求信息等， 价格高可能表示高

质量， 也可能表示高成本和需求等。 此外，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１１］、 施炳展和

曾祥菲 （２０１５） ［１２］还指出， 我国要素市场和出口市场的扭曲和过度竞争加大了价格

信号与质量信号之间的偏差。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１） ［１３］、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１４］

提出了基于需求侧估计产品质量的方法， 基本思路是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需求情

况越好， 产品质量越高。 Ｇｅｒｖａｉｓ （２０１５） ［１５］提出了企业层面基于需求侧的产品质量

估计方法。
目前已有较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行了研究。 殷德生等

（２０１１） ［１６］研究了贸易开放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王永进和施炳展 （２０１４） ［１７］ 关注了

上游垄断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施炳展 （２０１３）、 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张杰等

（２０１４） 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其异质性和决定因素。 汪建新和

黄鹏 （２０１５） ［１８］、 张杰 （２０１５） ［１９］、 张杰等 （２０１５） ［２０］分别研究了信贷约束和资本

配置效率、 金融抑制和融资约束、 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以及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

质量的影响。
不过既有研究缺乏从商业信用视角考察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问题。 中国金融市场

存在普遍性的金融抑制问题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７； 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２１］ ）， 尤其

是民营企业长期遭受融资困境 （林毅夫和李永军， ２００１［２２］）， 融资难是制约民营企

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罗党论和甄丽明， ２００８［２３］）。 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非正规的融资

安排， 在我国金融市场高度不发达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 那么集群商业信用对我

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促进作用吗？ 所谓集群商业信用， 是指我国经济增长在不断向

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集聚的过程中形成的、 集群内部相互之间提供的应收账款等短

期借债 （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集群的好处体现在内部各经济主体集聚在一

起， 通过商业联系提供商业信用， 降低了进入门槛并提高了生产率 （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２４］）。 集群商业信用还承担了银行信用的角色， 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
促进了企业出口扩张 （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需要大量沉没

成本和固定成本投入， 因而需要资金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集群商业信用可通过缓解

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本文将城市作为一个集群，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

据库的匹配数据， 研究了集群商业信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

制。 本文发现， 集群商业信用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主要体现在私营企

业、 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 由于集群商业信用是城市加总的商业信用， 出口

产品质量则是企业层面的变量， 因此， 本文使用城市集群商业信用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规避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一步控制城市企业总产出， 削弱地方经

济规模的影响。 与此同时， 本文分别以城市企业数目和赫芬达尔指数度量城市集聚

程度， 将集群因素纳入方程， 以尽可能控制遗漏变量的影响。 最后本文借鉴王永进

和盛丹 （２０１３） ［２５］以及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的做法， 根据企业是否变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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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构建拟自然实验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发现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安慰剂检验也

证实了本文结论。 作用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升级。 研究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键作用。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为： 第一部分为数据与模型， 第二部分为实证检验， 第三部

分为机制检验， 第四部分为内生性检验， 第五部分为结论性评述。

一、 数据与模型

（一） 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两套

数据库的描述及匹配方法见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７） 的论文。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集群商业信用， 将城市单位看作集群单位， 采用

城市集群内部所有规模以上企业的应收账款总额、 应付账款总额、 应收应付账款总

额度量城市集群商业信用。 本文在 ＨＳ８ 位码层面测算出口产品质量并加总至企业层

面， 具体测算方法见后文。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合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

库， 一种方法是根据企业名称直接进行合并，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企业电话号码后 ７ 位

和 ６ 位邮政编码组成的 １３ 位代码进行合并①。 合并方法详见余淼杰 （２０１０） ［２６］、 马述

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的研究。 最终匹配数据为取两种方法的合集。
（二）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参考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的设定， 本文将城市单位看作集群单位， 回归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ｌｎｑｕａｉ， ｊ，ｔ ＝ α ＋ β１ ｌｎＣｒｅｄｉｔｃ，ｔ ＋ β２ ｌｎＳｉｚｅｃ，ｔ ＋ β３ ｌｎＳｉｚｅｉ，ｔ ＋ β４ ｌｎＰｒｏｄｉ，ｔ ＋ β５ ｌｎＡｇｅｉ，ｔ
　 　 　 ＋ β６ ｌｎｋｌｒｉ，ｔ ＋ ∑Ｄｉ ｆｉｒｍｉ

＋ ∑Ｄｔｙｅａｒｔ ＋ ∑Ｄ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 ＋ εｉ， ｊ，ｔ （１）

检验公式 （１） 的数据为企业—年份层面非平衡面板数据。 其中， ｉ 表示企业；
ｔ 表示年份； ｃ 表示城市集群； ｑｕａｉ，ｊ，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出口产品质量， 具体衡量

方法见下文； Ｃｒｅｄｉｔｃ，ｔ表示城市 ｃ 在 ｔ 年的集群商业信用， 具体衡量方法见下文；
Ｓｉｚｅｃ，ｔ表示集群 ｃ 在 ｔ 年的规模， 具体衡量方法见下文； Ｓｉｚｅ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规

模， 具体衡量方法见下文； Ｐｒｏｄｉ，ｔ是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劳动生产率， 采用总产出 ／全部

职工数衡量； Ａｇｅｉ，ｔ是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年龄， 采用当前年份减成立年份＋１ 衡量； ｋｌｒｉ，ｔ
是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人均资本强度， 用来表示资本密集程度， 具体衡量方法见下文。
由于可能存在影响产品质量的企业层面、 产品层面或企业—产品层面不可观测的个

体因素， 本文纳入企业固定效应控制这些因素。 另外出口产品质量可能会受到经济

周期或供求变化的影响， 方程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 ∑Ｄｉ ｆｉｒｍｉ
是企业固定效

应， ｙｅａｒｔ是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ｊ，ｔ 是随机扰动项。 由于集群商业信用是城市层面的变

４１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①值得说明的是， 本文获得的 ２００７ 年及以后的工业企业数据缺少电话号码和邮政编码两个变量， 因此，
２００７ 年及以后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仅采用企业中文名称进行合并匹配。



量， 因而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会干扰回归结果， 但公式 （１） 无法控制城市×年

份固定效应， 我们通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Ｄ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 以尽可能控制这些因素。

因此系数 β１ 表示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 是本文待考察的

核心变量。 与主流文献一致， 对主要变量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对标准差在企业层

面进行聚类。
（三） 变量定义

１ 集群商业信用

我们采用三种方法测度一个集群的商业信用水平， 应收账款总额、 应付账款总

额、 应收应付账款总额。 这三个指标都是总量层面的商业信用， 既包含了从集群内

部获取的商业信用， 也包含了从集群外部获取的商业信用。
２ 产品质量

由于单价法在衡量产品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文采用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１）、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Ｇｅｒｖａｉｓ （２０１５） 基于需求侧提出的测算方法。 需求

残差法来自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０９） ［２７］ 的研究， 其从需求和供给角度推导出产

品质量。 根据 Ｈａｌｌａｋ 和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１） 的研究， 在 ＣＥＳ 需求特征以及垄断竞争框

架下， 需求体系的产品质量公式为：

ｑｉｊｍｔ ＝ ｐ －σ
ｊｉｍｔλσ－１

ｉｊｍｔ
Ｅ
Ｐ

（２）

其中 ｉ 表示企业， ｊ 表示产品， ｔ 表示年份， ｑ 表示产品需求量， ｐ 表示产品价

格， λ 表示产品质量， σ ＞ １ 是产品替代弹性， Ｅ 是外生给定的支出水平， Ｐ 是质量

调整的价格指数， 具体为 Ｐ ≡ ∫
ｉｊｍｔ
ｐ１－σ
ｉｊｍｔ λσ－１

ｉｊｍｔ ｄｊ 。 公式 （２） 显示， 一种产品价格越

高， 需求量越低； 产品质量越高， 需求量则越高。 对公式 （２） 两边同时取自然对

数得到：
ｌｎｑｉｊｔｍ ＝ χ － σｌｎｐｉｊｍｔ ＋ ψｉｊｍｔ （３）

其中， χ ＝ ｌｎＥ － ｌｎＰ ， 反映了进口国层面特定因素， 比如收入水平、 市场进入成

本、 价格指数等， 本文通过进口市场—年份虚拟变量予以控制。 ψｉｊｍｔ ＝ （σ － １）ｌｎλｉｊｍｔ

是由产品质量构成的残差项。 由于公式 （３） 的回归是在企业－产品－进口国－年份层

面进行， 为了最大可能地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 除了纳入上面提到的进口国－年份固

定效应， 本文进一步纳入企业－产品固定效应以控制企业、 产品以及企业－产品层面

可能影响产品需求的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产品的生产成本、 产品的技术属性、 企业性

质、 企业－产品比较优势等。 在公式 （３） 的基础上得到产品质量的方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ｍｔ ＝ ｌｎλ ｉｊｍｔ ＝
ψｉｊｍｔ

σ － １
（４）

为了保持不同产品之间的指标的可比性， 参考既有研究的普遍处理方法， 对产

品质量指标进行标准化：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ｄｊ
ｉｊｍｔ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ｍｔ － ｍｉｎｉｊｍｔ

ｍａｘｉｊｍｔ － ｍｉｎｉｊｍ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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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进口国进行加总得到企业－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ｄｊ
ｉｊｔ ＝ ∑

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ｄｊ

ｉｊｍｔ （６）

３ 控制变量

主要控制变量包括： （１） 集群经济规模。 使用城市企业总产出衡量集群经济

规模， 预期符号为正。 （２） 企业规模。 使用企业固定资产总额度量企业规模， 预

期符号为正。 （３） 企业生产率。 使用人均产出表示的劳动生产率控制生产率对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预期符号为正。 （４） 企业年龄。 使用企业所在年份与注册年

份的差额加 １ 表示企业年龄， 预期符号为正。 （５） 人均资本强度。 使用人均固定

资产表示企业人均资本强度， 预期符号为正。
将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归纳在表 １ 中。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产品质量 ｑｕａ 需求残差项

核心解释变量 集群商业信用

ｃｒｅｃｖ 集群内规模以上企业应收账款总额

ｃｐａｙ 集群内规模以上企业应付账款总额

ｃｒｅｃｖｐａｙ 集群内规模以上企业应收应付账款总额

控制变量

集群经济规模 ｔｏｕｔｐｕｔ 集群内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总额

企业规模 ｆｉｘｅｄ 企业固定资产

企业生产率 ｐｒｏｄ 企业总产出 ／ 全部职工

企业年龄 ａｇｅ 当年－注册年份＋１
人均资本强度 ｋｌｒ 企业固定资产 ／ 全部职工

４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ｌｎｑｕａ １ ６４４ １ ５２９ ０ ９４８ ０ １８３ ７ ７１８ ３１４３９３ ０００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１７ ２３９ １７ ３７９ １ ４３４ ０ ０００ １９ ６５４ ３１４３９１ ０００
ｌｎｃｐａｙａ １４ １９０ １６ ９９１ ６ ８２０ ０ ０００ １９ ７３１ ３１４３９３ ０００

ｌｎｃｒｅｃｖｐａｙａ １４ ７７７ １７ ７７０ ７ ０９１ ０ ０００ ２０ ３８６ ３１４３９２ ０００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８ ９４５ ８ ９０２ １ ８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８ ９７１ ３１４３６６ ０００
ｌｎｐｒｏｄ ５ ５３９ ５ ４８３ １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２ ４６８ ２７４１０５ ０００
ｌｎａｇｅ ２ １６５ ２ １９７ ０ ６０３ ０ ０００ ５ ６０９ ３１４３９３ ０００
ｌｎｋｌｒ ３ ８５７ ３ ８７９ １ ２８４ －０ １２８ １２ ２５３ ３０６１７３ ０００

二、 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所有方程都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

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 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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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平均而言， 集群商业信用每提高 １％， 会促使需求残差法衡量的出口产品质量

提高 ０ １６９％。
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也基本与理论预期相一致。 具体而言， 城市经济规模对出

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固定资产表示的企业规模越大， 出口产品质量越

高， 影响程度在 １％水平上高度显著。 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 出口产品质量越高，
其影响也在 １％水平上高度显著。 企业年龄对需求残差法衡量的出口产品质量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人均资本强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一个可能的解释

是， 目前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仍然是依靠比较优势推进的， 更多地出口劳动密集

型产品， 劳动扩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拉动作用更大， 而资本扩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

提升尚未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或发挥的作用尚不足以与劳动的作用相比较。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１∗∗∗ 　 　 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１）

ｌｎｃｏｕｔ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０ ０４４∗∗∗ ０ ２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１３９∗∗∗

（０ ００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７）

ｌｎｋｌｒ
－０ ２２３∗∗∗

（０ ００５）
ＦｉｒｍＦＥ Ｙ Ｙ Ｙ Ｙ
ＰｒｏｖＦＥ Ｙ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ＦＥ Ｙ Ｙ Ｙ Ｙ

Ｎ ２９１ ５０７ ２９１ ５０７ ２９１ ４８５ ２５０ ７６０
ｒ２＿ ａ ０ ７６７ ０ ７６７ ０ ７６９ ０ ７８３

注： 括号内为对企业进行聚类的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二） 稳健性和异质性

１ 集群商业信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所有制差异

不同所有制企业融资能力不同， 可能导致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产生差异， 民营企业融资能力最弱， 可能最依赖集群商业信用。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中的 “登记注册类型” 这一指标识别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类型①。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４ 中， 其中第一列为国有企业回归结果，

第二列为私营企业回归结果， 第三列为外资企业回归结果。 总体而言， 集群商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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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虽然为正， 但不显著。 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

影响则在 １％水平上高度显著， 影响程度基本一致。 平均而言， 集群商业信用每提

高 １％， 带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０ １６９％。 相比而言， 其他控

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大体一致。
２ 集群商业信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地区差异

东、 中、 西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同， 可能影响集群商业信用作用的发挥。 此部

分分地区考察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表 ５ 报告了东部地区、 中部地

区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 与基准回归一致， 所有方程都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省

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 集群商业信用对东部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

影响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口产品的影响都不显著。 其

他解释变量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大体一致。 这说明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

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表 ４　 不同所有制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ＳＯＥ ＰＯＥ ＦＩＥ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０ ０７６ 　 ０ １６９∗∗∗ 　 ０ １６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ｌｎｃｏｕｔｐ
－０ ０６６ －０ １８９∗∗∗ －０ １８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０ ０４５∗ ０ ２２６∗∗∗ ０ １９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９３∗∗∗ ０ １４８∗∗∗ ０ １３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５０ ０ ０６７∗∗∗ ０ １１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ｌｎｋｌｒ
－０ ０７２∗∗ －０ ２４９∗∗∗ －０ ２１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ＦｉｒｍＦＥ Ｙ Ｙ Ｙ
ＰｒｏｖＦＥ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ＦＥ Ｙ Ｙ Ｙ

Ｎ ４ ４６１　 　 １０８ ５４６　 　 １３５ ５７８　 　
ｒ２＿ ａ ０ ７７０ ０ ７７５ ０ ７９３

注： 模型 （１） 为国有企业回归结果， 模型 （２） 为

私营企业回归结果， 模型 （３） 为外资企业回归结

果。 括号内为对企业进行聚类的稳健标准差，∗∗∗、∗∗

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表 ５　 不同地区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Ｅａｓ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Ｗｅｓｔ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０ ２２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８）

ｌｎｃｏｕｔｐ
－０ ２４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０ ２１９∗∗∗ ０ １７４∗∗∗ ０ ２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１）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１４９∗∗∗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７７∗∗∗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ｌｎｋｌｒ
－０ ２３４∗∗∗ －０ ２０５∗∗∗ －０ ２１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ＦｉｒｍＦＥ Ｙ Ｙ Ｙ
ＰｒｏｖＦＥ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ＦＥ Ｙ Ｙ Ｙ

Ｎ ２０６ ４６７　 　 １２ ００７　 　 １２ ７３７　 　
ｒ２＿ ａ ０ ７８７ ０ ７５６ ０ ７６８

注： 模型 （１） 为东部地区回归结果， 模型 （ ２）
为中部地区回归结果， 模型 （３） 为西部地区回归
结果。 括号 内 为 对 企 业 进 行 聚 类 的 稳 健 标 准
差，∗∗∗、∗∗ 和∗ 分别表示 １％、 ５％ 和 １０％ 显著性
水平。

３ 采用集群商业信用替代性指标

以城市内部所有企业的应付账款总额、 应收应付账款总额作为集群商业信用的

衡量指标， 对基准回归进行重新检验， 得到表 ６。 由结果可知， 以应付账款总额、
以应收应付账款总额衡量的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仍然在 １％水平显

著为正。 城市经济规模、 企业规模、 生产率、 企业年龄、 人均资本强度的系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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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影响程度和显著性也与基准回归大体一致。
４ 剔除极端观测值的回归结果

Ｆｉｓｍａｎ 和 Ｌｏｖｅ （２００３） ［２８］指出， 商业信用对纺织业的影响较大。 本文将纺织

业去掉①， 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同时对主要变量进行缩尾处理， 分别采用

１％和 ９９％的分位数替代 １％—９９％以外的观测值， 检验极端值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相似。 剔除纺织业后， 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而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 缩尾处理后，
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仍然具有正向影响， 而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 其他控

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也没有明显变化。

表 ６　 集群商业信用替代性指标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ｃｐａｙａ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３）

ｌｎｃｒｅｃｖｐａｙａ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４）

ｌｎｃｏｕｔ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１３７∗∗∗ ０ １３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ｌｎｋｌｒ
－０ ２２０∗∗∗ －０ ２２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ＦｉｒｍＦＥ Ｙ Ｙ
ＰｒｏｖＦＥ Ｙ Ｙ
ＹｅａｒＦＥ Ｙ Ｙ

Ｎ ２５０ ７６２　 　 　 ２５０ ７６２　 　 　
ｒ２＿ ａ ０ ７８２ ０ ７８２

注： 模型 （１） 采用应付账款总额衡量集群商业信
用， 模型 （２） 采用应收应付账款总额衡量集群商业
信用。 括 号 内 为 对 企 业 进 行 聚 类 的 稳 健 标 准

差，∗∗∗、∗∗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表 ７　 剔除极端值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０ １６８∗∗∗ 　 　 　 ０ １６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ｌｎｃｏｕｔｐ
－０ １７７∗∗∗ －０ １８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０ ２００∗∗∗ ０ ２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ｌｎｋｌｒ
－０ ２１７∗∗∗ －０ ２２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ＦｉｒｍＦＥ Ｙ Ｙ

ＰｒｏｖＦＥ Ｙ Ｙ

ＹｅａｒＦＥ Ｙ Ｙ

Ｎ ２２５ ９０３　 　 　 ２５０ ７６０　 　 　

ｒ２＿ ａ 　 　 ０ ７８８ 　 　 ０ ７８３

注： 模型 （１） 为剔除纺织业回归结果， 模型 （２）
为缩尾处理回归结果。 括号内为对企业进行聚类的稳
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
性水平。

５ 其他拓展性回归结果

本文还分别采用企业总资产、 总产出和总就业人数表示企业规模， 对基准方程

进行重新检验； 加入企业创新水平这一变量， 对基准方程进行重新回归。 结果都是

稳健的， 限于篇幅未报告相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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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机制检验

融资约束可能是集群商业信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关键机制。 本文参考马述忠

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的研究， 使用 ＳＡ 指数度量企业融资约束， 检验集群商业信用是

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ＳＡ 指数的计算公式由

Ｈａｄｌｏｃｋ 和 Ｐｉｅｒｃｅ （２００９） ［２９］提出， 他们发现 ＳＡ 指数能够有效地反映企业的融资约

束。 相较于 ＫＺ 指数和 ＷＷ 指数， ＳＡ 指数包含更少的内生性金融变量， 仅需规模

和年龄两个企业特征就可以测算出来。
在检验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作用机制方面， 既有研究比如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的普遍做法是， 首先检验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作用于中间变量， 然后通过引入

中间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叉项检验核心解释变量的作用机制。 由于马述忠和张洪

胜 （２０１７） 已经检验了集群商业信用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本文直接检验第二步，
即集群商业信用是否通过融资约束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具体方程设定如下：

　 　
ｌｎｑｕａｉ， ｊ，ｔ ＝ α ＋ κ１ ｌｎＣｒｅｄｉｔｃ，ｔ × ｌｎＦＣ ｉ，ｔ ＋ κ２ ｌｎＦＣ ｉ，ｔ ＋ βｌｎＳｉｚｅｃ，ｔ
　 　 　 　 ＋ ∑Ｄｉ ｆｉｒｍｉ ＋ ∑Ｄｔｙｅａｒｔ ＋ ∑Ｄ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 ＋ εｉ， ｊ，ｔ

（７）

表 ８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０ ２５２∗∗∗ 　 ０ ２３２∗∗∗ 　 　 ０ ２５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ＳＡ＿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ＳＡ
－０ １８１ －０ １６４ －０ １７９
（０ １６６） （０ １６６） （０ １６６）

ｌｎｎｕｍ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１）

ｌｎｈｈｉ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ｌｎｃｏｕｔｐ
－０ １７５∗∗∗ －０ １９９∗∗∗ －０ １７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０ １９３∗∗∗ ０ １９３∗∗∗ ０ １９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１３１∗∗∗ ０ １３１∗∗∗ ０ １３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ｌｎｋｌｒ
－０ ２１３∗∗∗ －０ ２１３∗∗∗ －０ ２１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ＦｉｒｍＦＥ Ｙ Ｙ Ｙ
ＰｒｏｖＦＥ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ＦＥ Ｙ Ｙ Ｙ

Ｎ ２５０ ７６０　 　 ２５０ ７６０　 　 ２５０ ７６０　 　
ｒ２＿ ａ 　 ０ ７８４ 　 ０ ７８４ 　 ０ ７８４

　 注： ＳＡ 是采用 ＳＡ 指数对数值衡量的融资约束。 括

号内为对企业进行聚类的稳健标准差，∗∗∗、∗∗和∗

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其中， ｉ 表示企业， ｐ 表示省份， ｔ 表示

年份， ｑｕａｉ， ｊ，ｔ 表示企业 ｉ在 ｔ年的出口产品质

量， ｌｎＣｒｅｄｉｔｃ，ｔ × ｌｎＦＣ ｉ，ｔ 表示集群商业信用与

企业融资约束的交叉项。 为了控制融资约束

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公式 （７） 纳入了

企业融资约束水平项 ｌｎＦＣ ｉ，ｔ ， 由于融资约

束会抑制出口产品质量， 预期 ｌｎＦＣ ｉ， ｃ，ｔ 的系

数符号 κ２ 为负。 ｌｎＳｉｚｅｃ，ｔ表示总产出衡量的

集群 ｃ 在时期 ｔ 的经济规模。 和公式 （１）
一致， 公式 （７） 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省

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公式 （７） 对

融资约束求偏导， 则融资约束对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Ｃ

＝ κ１ ｌｎＣｒｅｄｉｔｃ，ｔ ＋ κ２， 因

此 ｌｎＣｒｅｄｉｔｃ，ｔ × ｌｎＦＣ ｉ，ｔ 的系数 κ１ 是本文关注

的核心变量， 如果取值为正， 则表明集群商

业信用会削弱融资约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

制效应， 因而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

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本文根据公式 （７） 检验集群商业信用

通过融资约束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

制。 表 ８ 报告了相应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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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 的系数为负， 虽然在所有方程中并不显著， 但 ＳＡ 与集群商业信用的交叉项显

著为正， 并在所有方程中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明集群商业信用显著降低了企业融

资约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 这说明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

高了出口产品质量。

四、 内生性检验

本文参考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的做法， 通过两个方式检验内生性， 第一

个是控制集群因素， 第二个是依据企业是否变更经营地点构建拟自然实验。
（一） 纳入集群因素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衡量城市集群程度， 分别是城市集群内部的企业数目和赫芬

达尔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ＨＨＩ）， 计算公式为： ＨＨＩ ＝ åＸ２
ｉ 。 其中 ｉ 表

示行业， Ｘ ｉ表示一个城市单位中行业 ｉ 在该城市所有行业中所占的比重， 采用行业

资产占城市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
表 ９　 考虑集群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０ １５２∗∗∗ 　 ０ １６９∗∗∗ 　 ０ １５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ｌｎｎｕｍ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ｌｎｈｈｉ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ｌｎｃｏｕｔｐ －０ ２０５∗∗∗ －０ １８２∗∗∗ －０ ２０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１３９∗∗∗ ０ １３９∗∗∗ ０ １３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ｌｎｋｌｒ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ＦｉｒｍＦＥ Ｙ Ｙ Ｙ
ＰｒｏｖＦＥ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ＦＥ Ｙ Ｙ Ｙ

Ｎ ２５０ ７６０　 　 ２５０ ７６０　 　 ２５０ ７６０　 　
ｒ２＿ ａ ０ ７８３ ０ ７８３ ０ ７８３

　 注： 本表采用应收账款衡量集群商业信用， 模型 （１）
采用城市企业数衡量集群程度， 模型 （２） 采用赫芬达
尔指数衡量集群程度， ｌｎｎｕｍ 表示由城市企业数目对数
值衡量的集群程度， ｌｎｈｈｉ 表示由赫芬达尔指数对数值
衡量的集群程度。 括号内为对企业进行聚类的稳健标准

差，∗∗∗、∗∗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水平。

表 ９ 报告了将集群因素纳入方程的

回归结果。 从结果来看， 不管是采用城

市企业数还是赫芬达尔指数表示集群程

度， 还是将二者都纳入方程， 集群商业

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
企业数目表示的集群程度估计系数显著

为正， 赫芬达尔指数表示的集群程度估

计系数不显著。 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系数

的符号和显著性都与基准回归高度一

致。 因此， 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

量的影响并不是由集群因素造成的。
（二） 拟自然实验检验结果

本文借鉴王永进和盛丹 （ ２０１３）
以及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的方法，
依据企业是否改变经营地构建处理组，
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 ＰＳＭ） 选

取控制组。 基本思想如下： 不同集群的

商业信用水平是不同的， 一个集群的商

业信用对不在该集群内的企业来说是外

生的， 因此当企业从一个集群单位转向

另一个集群单位时， 可视为该企业所面

临的集群商业信用发生了外生变化， 将

这些更改经营地的企业看作处理组， 与

那些没有发生经营地改变的企业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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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就可以识别出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由于企业可能会短暂变更

经营地， 而下一年再回到原来经营地， 或在样本期间出现多次变更经营地的情况，
这些样本会对结果造成干扰， 因此本文只考虑在样本期间仅变更一次经营地的企

业。 本文采用如下 ＤＩＤ 方法检验内生性。

　
ｌｎｑｕａｉ，ｔ ＝ η·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ｉ，ｔ ＋ γｌｎＣｒｅｄｉｔｃ，ｔ × Ｐｏｓｔｉ，ｔ ＋ Ｘβ ＋

　 　 　 ∑Ｄｉｊ ｆｉｒｍｉ∗ｐｒｏｄｕｃｔ ｊ ＋ ∑Ｄｔｙｅａｒｔ ＋ ∑Ｄ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 ＋ εｉ， ｊ，ｔ
（８）

其中， Ｔｒｅａｔ 表示处理组虚拟变量， 取值 １ 表示处理组， 即仅变更一次经营地

的企业， 取值 ０ 表示控制组， 即没有变更经营地的企业。 Ｐｏｓｔ 表示变更经营地后的

虚拟变量， 取值 １ 表示变更经营地后的年份， 取值 ０ 表示变更经营地前的年份①。
与前面一致， 公式 （８） 同时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

应。 因此 γ 表示企业变更经营地后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是本文关

注的核心系数。
表 １０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ｐｏｓｔ＿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ｌｎｃｏｕｔｐ
－０ ０３７∗∗∗ －０ １０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１３７∗∗∗ ０ １３８∗∗∗ ０ １３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ｌｎｋｌｒ
－０ ２２０∗∗∗ －０ ２２０∗∗∗ －０ ２２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ｎｕｍ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１）

ｌｎｈｈｉ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ＦｉｒｍＦＥ Ｙ Ｙ Ｙ
ＰｒｏｖＦＥ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ＦＥ Ｙ Ｙ Ｙ

Ｎ ２５０ １９８　 　 ２５０ １９８　 　 ２５０ １９８　 　
ｒ２＿ ａ ０ ７８３ ０ ７８３ ０ ７８３

　 注： 本表采用应收账款衡量集群商业信用。 ｌｎｎｕｍ 为城
市企业数对数值衡量的集群程度， ｌｎｈｈｉ 为赫芬达尔指
数对数值衡量的集群程度。 括号内为对产品进行聚类的

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显著
性水平。

双重差分的一个潜在假定是控制组

与处理组在没有改变经营地前具有相同

的趋势， 即平行趋势假定。 为了提高控

制组和处理组的匹配程度， 本文参考马

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的做法， 以是

否更改经营地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企业

规模、 生产率、 年龄、 所有权结构、 行

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等企业特征为解释变

量， 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并依据近

邻匹配进行打分， 直到得到与处理组最

为接近的控制组。 ＤＩＤ 结果报告在表 １０
中。 结果显示， 企业变更经营地后， 集

群商业信用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出口产品

质量， 说明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

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平均而言， 集群

商业信用每提高 １％， 会促进出口产品

质量提高 ０ ０３２％—０ ０３４％。 与此同

时， 集群经济规模、 集群集聚程度、 企

业规模、 劳动生产率、 企业年龄、 人均

资本强度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与基准回

归结果大体一致。 这进一步说明前面得

到的结论是稳健和可靠的。
双重差分模型除了平行趋势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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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还有一个必须的检验是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 本文采用随机构建处理组的方法， 构建安

慰剂检验， 其中一个安慰剂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结果显示， 随机的处理组设定下，
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从侧面佐证了本文结果。

表 １１　 安慰剂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ｌｎｑｕａ

ｐｏｓｔ＿ ｌｎｃｒｅｃ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ｌｎｃｏｕｔ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ｌｎｆｉｘｅｄ
０ ２０５∗∗∗ ０ ２０５∗∗∗ ０ ２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１３４∗∗∗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ｌｎｋｌｒ
－０ ２２０∗∗∗ －０ ２２１∗∗∗ －０ ２２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ｎｕｍ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１）

ｌｎｈｈｉ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ＦｉｒｍＦＥ Ｙ Ｙ Ｙ

ＰｒｏｖＦＥ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ＦＥ Ｙ Ｙ Ｙ

Ｎ ２５０ １９８ ２５０ １９８ ２５０ １９８

ｒ２＿ ａ ０ ７８２ ０ ７８２ ０ ７８２

五、 结论性评述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通过测算

需求侧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

响。 研究发现， 集群商业信用显著有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主要体现在私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上。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 结果是稳健

的。 作用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

高。 本文参考马述忠和张洪胜 （２０１７） 的做法， 纳入城市集群程度重新估计， 发

现结果是稳健的。 更准确地说， 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变更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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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基本结果， 发现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 并且明确提及 “质量第一” 和 “质量强国”。 建设贸易强国是接下来我国外

贸转型升级的重要目标， 其中一个关键举措就是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提高出口产品

质量既是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的需要， 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的需要。 本文研究结论揭示， 集群商业信用有助于显著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具体路

径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本文的启示， 在我国金融市场

不完善的背景下， 借助集群发展商业信用， 是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和建设贸

易强国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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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ｔｅｓ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ｆｉｒｍ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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