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外包体系中美国专利知识
溢出机制及效应

杨　 勇

摘要： 跨国外包可以通过中间品或资本品的进口、 出口及合作研发等多种渠

道， 并以竞争、 示范和模仿等横向机制和产业间关联的纵向机制实现技术知识外

溢。 本文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构建专利知识溢出方程， 分别检验中美外包体系中的进

口、 出口及合作研发三条技术外溢渠道对中国当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

结果表明： 出口外溢效应显著为负， 进口和合作研发外溢效应显著为正， 且具有显

著的行业差异； 合作研发和进口的外溢效应随着行业的技术水平所处位点的提高而

显著增大， 但二者对中等技术行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却不显著； 在中美外包体系

中， 我国制造业企业已难以通过 “出口中学”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亟待转变中美

外包经济发展方式， 建立和完善 “进口中学” 和 “合作中学” 的技术创新能力提

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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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日趋成熟的信息通讯技术大幅度降低了生产资源的全球

配置成本， 有力推动了跨国产业链分工深化和跨国外包经济的迅猛发展。 中美外包

经济是中国参与全球外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与其他国家 （地区） 相比， 中

美外包经济不仅发展速度慢， 发展方式也明显不同。 比如，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 中国

对美中间品的进口从 ９６ １１ 亿美元增长到 ６６４ ５２ 亿美元， 出口从 １２０ ９７ 亿美元增

长到 １ ４１７ ２０ 亿美元， 虽然占双边贸易额的比例分别从 ７％和 ８％增长到 １２％和

２５％， 但占中国对世界中间品进出口的比例却在下降。 其中， 进口占比从 ９ ７％下

降到了 ４ ８％， 出口占比从 １５ ９％下降到了 １１ ７％。 显然， 中美外包经济在这一时

期沿着以中国对美中间品出口为主的模式发展， 而同期中国与其他国家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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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包经济却以进口中间品为主。 未来如何扩大自美中间品进口、 推进中美价值链

深度融合， 既能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的程度， 又能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我们

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深入剖析中美外包体系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机

制， 并测度其效应。

一、 文献综述

跨国外包对承包国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机制有多种， 如资源配置机制、 中间品技

术外溢机制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１］； 姚战琪， ２０１０［２］； 刘海洋等， ２０１６［３］ ） 和产

品质量机制 （毛其淋等， ２０１７［４］ ）。 但是， 企业生产率提高只是为技术引进、 吸收、
消化和再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 并不必然意味着创新能力的提升。 原因有二： 其一，
纵然跨国外包体系中的本土企业生产率得到了提高， 但不一定减弱了对跨国公司核心

资源的依赖程度 （王俊， ２０１３［５］）； 其二， 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 规模效率和配

置效率的综合表现， 企业生产率的内涵要比企业创新能力窄得多 （杨勇等，
２０１３［６］）。 而且， 技术创新能力要比生产率更能体现本土企业在跨国外包体系中的

地位。
有学者认为， 在跨国外包体系中提高适应性学习能力 （李惠娟和蔡伟宏，

２０１７［７］； 毛诗蕴等， ２００９［８］）、 重构国内价值链并融入全球价值链是本土企业技术

升级的重要条件 （于明超等， ２００６［９］ ）； 在实践中也分别表现为促进论 （徐毅等，
２００８［１０］； 黄烨菁等， ２０１１［１１］）、 抑制论 （姚志毅等， ２０１０［１２］ ） 和不确定论 （薛飞

等， ２０１７［１３］）。 国外有学者认为， 中国本地企业虽然通过融入跨国外包体系实现了

从组装向制造的转变， 但依然缺乏创新能力 （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１４］；
Ａｍｉｇｈｉｎｉ， ２００４［１５］）。 王俊 （２０１３） 也认为，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跨国外包体系中很

难通过 “出口中学习” 和 “交流中学习” 提升技术能力。 单纯从中间品进口视角，
陈雯等 （２０１６） ［１６］认为中间品进口对技术密集型的中等生产率企业技术进步有显著

促进作用， 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则不显著。 张翊等 （２０１５） ［１７］认为中间品进口促进

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仅能通过价格效应来实现， 而数量和结构效应并不显

著。 钱学峰等 （２０１１） ［１８］证实， 制造业企业增加上游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有利于全要

素生产率提高， 但增加同行业中间品进口的种类却没有类似作用。 国外相关研究还

有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３） ［１９］、 Ｍａｒｉａ 等 （２０１４） ［２０］ 等。 由此可见， 中间品进口对本地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很复杂， 效应不仅有行业差异， 还会因为企业初始技

术水平的不同而彼此相异。
近些年， 学术界在进出口贸易、 引进外资及对外直接投资、 技术合作如何影响

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这一领域，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对于中国企业融入跨

国外包体系是否获得了技术外溢技术创新能力是否得到了提高， 学术界仍然缺乏全

面系统的研究。 本研究将对如何谋划中美企业价值链深度合作、 缓解中美经贸摩擦

升级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文与王俊 （２０１３） 的研究相关， 不同之处表现在： 第一， 王俊 （２０１３） 采

用 Ｇ７ 国集团总体的研发资本存量表示外包体系中的技术知识存量， 并假定行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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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贸易占比与行业中间品进出口的贸易占比相等， 并以此为权重将国外研发资

本存量分解至行业水平， 而本文利用 ２０１６ 年世界投入产品数据库 （ＷＩＯＤ） 世界

投入产品发布的 ＷＩＯＴ 数据， 结合中美双边贸易和美国专利申请量， 对行业水平的

进口溢出专利知识存量、 出口溢出专利知识存量及合作溢出专利知识存量进行直接

测算， 有效降低了估计偏误； 第二， 本文采用中美合作专利申请量作为面对面交流

的知识溢出存量的代理指标， 将显著提高估计精度； 第三， 鉴于外包体系中的技术溢

出效应因行业、 初始技术能力、 初始生产率不同而有显著差异， 本文针对中美外包体

系中的美国专利知识溢出进行机制和效应检验， 针对性更强， 其结论更能满足当前应

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现实需要。

二、 理论机制

跨国外包不仅能够降低发包企业的生产成本， 规避和转嫁风险， 还为发包企业

将更多精力用于形成动态竞争优势提供了条件 （ＭａＣａｒｔｈ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２１］， 其间

发生的技术知识外溢都是由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相互依存性所诱发的被动行为，
并不是发包企业主动给予的 “恩惠”。 外包体系中的外溢机制极有可能要比一般贸

易或跨国投资复杂得多。 比如， 当地企业在进口高技术中间品或资本品、 完成生产

任务之后再出口的过程中， 不仅能够通过中间品或资本品的进出口贸易获取技术外

溢， 与发包企业就生产流程、 工艺标准、 产品规格、 技术参数的交流沟通中也会获

得技术外溢。 初步来看， 跨国外包中的技术知识外溢至少有三条渠道， 即中间品进

口、 出口和面对面交流。 接下来逐一分析这些渠道的作用机制。
第一， 中间品进口技术外溢。 跨国外包中的中间品 ／资本品进口都可能发生非

自愿的或无意识的技术知识外溢， 但外溢机制却彼此不同。 就资本品进口而言， 一

是通过自身的物化技术向当地企业扩散和转移； 二是激发当地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

需求和人力资本积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Ｓａｙｅｋ ａｎｄ Ｓｅｎｅｒ， ２００６） ［２２］。 而中间品进

口则是通过模仿、 竞争和示范等效应降低本地企业的二次创新成本， 从而提高其技

术创新动力。 对于那些本地企业难以生产的中间品， 进口竞争效应甚至可能促使其

技术创新能力发生革命性的跃升 （Ｌｅ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Ｕｎａｌ－Ｋｅｓｅｎｃｉ， ２００４） ［２３］。
第二， 中间品出口技术外溢。 在一般出口贸易中， 出口企业可以通过示范效应、

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横向机制及上下游产业关联机制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 而在跨

国外包体系中， 中间品出口的技术外溢机制将更加复杂， 也不一定会提高出口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 比如， 在低附加值或以低技术中间品出口为主的外包体系中， 过度的

价格竞争将会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 引致创新投入不足 （Ｄａｖｉｄ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２４］。 而在高技术或以高附加值中间品出口为主的外包体系中， 质量竞争将可能

促使出口企业形成 “创新投入→质量提升→利润增长→增加创新投入” 的良性循环。
第三， 面对面交流技术外溢。 体现式技术可以通过商品、 机器设备等有形载体

的转移实现技术知识的扩散， 而非体现式技术则需要借助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来实现

扩散， 比如参与设计、 共同研发和培训等。 实践表明， 非体现式技术知识往往是约

束本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王俊，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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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跨国外包体系中的技术知识外溢， 至少包括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出口、
合作研发三条渠道、 横向和纵向两个机制同时起作用， 最终的净效应具有不确定

性。 原因有二： 一是行业的差异性和时间变化的动态性。 比如， 对于低技术或劳动

密集型产业， 本地企业对技术知识的消化吸收相对容易， 跨国公司无需花费较多成

本监督协调价值链运作， 自然具有较高的技术知识外溢效应。 但随着本地企业的技

术水平不断提高， 技术外溢效应也相应下降，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机会变少； 反

之， 对于高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 跨国公司要耗费大量成本构建技术壁垒以规避

本地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技术水平不高的本地企业对新技术的消化、 吸收和再

创新的能力本来就有限， 技术外溢效应自然较低。 二是不同外溢渠道在不同类型行

业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 对于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创新动力来自于市场需

求规模， 中间品出口自然是技术外溢的主渠道； 高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依赖于

更高层次的科学知识、 意会性知识的扩散， 面对面交流自然成为技术外溢的主渠

道； 资本密集型行业获取技术外溢的主渠道可能主要是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进口。
本文将通过系统 ＧＭＭ 估计、 分行业稳健性检验及分位数估计等方法， 以中美

外包体系中的美国专利知识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为研究对象， 检验上述

机制及效应， 其结论将为促进中美价值链深度融合、 形成中美经贸合作长效机制提

供直接的经验证据。

三、 实证研究方法

（一） 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结合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 （１９７９） ［２５］的知识生产函数、 Ｃｏｅ 等 （１９９５） ［２６］ 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等

（１９９８） ［２７］的国际研发溢出等研究， 本文建立如下计量经济学方程：
ｙｉｔ ＝ Ａｉｔ·ｅλ·ｒｌαｉｔ·ｒｄβ

ｉｔ·［ ｒｓｉｍｉｔ ］ η１·［ ｒｓｅｘｉｔ ］ η２·［ ｒｓｃｏｉｔ ］ η３ （１）
其中， ｙｉｔ 指第 ｔ 年行业 ｉ 的创新产出， 使用专利申请量或新产品销售比例表示，

Ａｉｔ 表示第 ｔ年行业 ｉ的技术水平， λ为随机误差项。 ｒｌｉｔ 和 ｒｄｉｔ 分别表示第 ｔ年行业 ｉ的
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资本投入。 ｒｓｉｍｉｔ 、 ｒｓｅｘｉｔ 、 ｒｓｏｕｔｉｔ 分别表示第 ｔ 年行业 ｉ 中间品进口、
中间品出口、 合作研发的专利溢出知识存量。 参数 α 、 β 、 η１、 η２ 和 η３ 分别衡量了

国内研发人员、 国内研发资本、 美国专利知识通过中间品进口、 出口和专利合作等

渠道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
本文在王俊 （２０１３） 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等 （１９９８） 知识存量核算方法的基础上，

建立中美外包经济体系中的美国专利溢出知识存量的核算方法。
首先， 中间品进口专利知识溢出存量核算如下：

ｒｓｉｍｉｔ ＝ ∑
５６

ｊ ＝ １

ｉｍｉｊｔ

ｇｄｐｔ
·ｐａｔｅｎｔｔ （２）

其中， ｐａｔｅｎｔｔ 为美国第 ｔ 年所有行业的专利申请总量。 ｉｍｉｊｔ 表示第 ｔ 年中国某行

业 ｉ 进口并消耗来自美国行业 ｊ 的中间品数量， ｇｄｐｔ 表示美国第 ｔ 年的国内生产总

值。 ＷＩＯＤ 包含了 ５６ 个行业， 所以， ｊ ＝ １， … ，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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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中间品出口的专利知识溢出存量核算如下：

ｒｓｅｘｉｔ ＝ ∑
５６

ｊ ＝ １

ｅｘｉｊｔ

ｇｄｐｔ
·ｐａｔｅｎｔｔ （３）

其中， ｅｘ ｊｉｔ 表示中国行业 ｉ 第 ｔ 年出口到美国行业 ｊ 的中间品总额， 其他变量含

义同上文。
最后， 关于面对面交流的专利知识溢出存量核算， 仍然面临较大困难。 一般有

三种方法： 一是部门间技术流动矩阵测度法， 其做法是构建技术创新部门与使用部

门之间的专利 “投入产出表”， 再建立两部门间的技术知识流动矩阵 （Ｖｅｒｓｐａｇｅｎ，
１９９７） ［２８］； 二是技术相似度测度法， 实际上是使用两个行业的技术相似度作为非体

现式知识溢出程度的替代指标 （黄萍， ２０１０） ［２９］； 三是外包业务量加权法， 一般贸

易中的 “出口中学” “进口中学” 和 “交流中学” 都是企业通过主动学习提升技

术创新能力的途径， 外包体系与此具有类似性 （Ｆａｌｖｅｙ， ２００４） ［３０］。 因此， 可以通

过外包业务量占贸易总额的比例分解出非体现式知识外溢的程度。 鉴于数据的可得

性， 本文遵循第三种方法， 使用中美双边中间品进出口总额作为中美外包业务量的

代理变量， 以中美合作专利申请量表示合作研发的知识存量， 构建合作研发的专利

知识外溢存量。 具体如下：

ｒｓｃｏｉｔ ＝ ∑
５６

ｊ ＝ １

ｉｍｉｊｔ ＋ ｅｘ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ｔ
·ｃｏｐａｔｅｎｔｔ （４）

其中， ｒｓｃｏｉｔ 表示中国行业 ｉ 在 ｔ 年的中美合作研发专利知识溢出存量； ｉｍｉｊｔ 和 ｅｘｉｊｔ

与前文类似， 分别表示中国第 ｔ 年行业 ｉ 从美国行业 ｊ 进口的中间品数量、 第 ｔ 年行

业 ｉ 出口到美国行业 ｊ 的中间品数量； ｔｒａｄｅｔ 表示第 ｔ 年中美双边中间品贸易总额；
ｃｏｐａｔｅｎｔｔ 表示第 ｔ 年中美居民作为共同申请人向 ＵＳＰＴＯ 申请的合作专利数量。

至此， 将式 （２）、 式 （３） 和式 （４） 代入式 （１） 并对两边取对数， 得到如

下计量方程：
ｌｎｙｉｔ ＝ ｃ ＋ αｌｎｒｌｉｔ ＋ βｌｎｒｄｉｔ ＋ η１ ｌｎｒｓｉｍｉｔ ＋ η２ ｌｎｒｓｅｘｉｔ ＋ η３ ｌｎｒｓｃｏｉｔ ＋ εｉｔ （５）

考虑到技术知识溢出可能存在的滞后问题，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行业创新能力

的滞后项。 值得注意的是， 引入了滞后项的 ＯＬＳ 将会引致不一致估计或有偏估计。
加上模型还可能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及变量遗漏问题。 为此， 本文选择一阶差分的系

统 ＧＭＭ 方法估计模型。 将式 （５） 变换为：
Δｌｎｙｉｔ ＝ ｃ ＋ γΔｌｎｙｉｔ －１ ＋ αΔｌｎｒｌｉｔ ＋ βΔｌｎｒｄｉｔ ＋ η１Δｌｎｒｓｉｍｉｔ

＋ η２Δｌｎｒｓｅｘｉｔ ＋ η３Δｌｎｒｓｃｏｉｔ ＋ Δεｉｔ

（６）

其中， Δ 表示一阶差分。 系统 ＧＭＭ 估计所用到的工具变量包括所有滞后 １ 期

的解释变量。 按照计量经济学理论， 如果经过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得到的统计量， ｐ ＞
０ ０５， 则表示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 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为进一步判断模

型回归的随机误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 还需要同时进行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 ＢｏｎｄＡＲ （１）
和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 ＢｏｎｄＡＲ （２） 检验。 如果 ＡＲ （１） 检验的统计量 ｐ ＜ ０ ０５， ＡＲ （２）
检验的统计量 ｐ ＞ ０ ０５， 表示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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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 数据来源

美国的年度专利申请量数据来源于美国 ＵＳＰＴＯ 数据库， 年度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数据库， 中美居民共同向 ＵＳＰＴＯ 申请的年度专利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发布的

《教育与科学数据库》， 中美双边贸易年度数据来源于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中

国各行业的研发人员、 研发资本、 新产品销售比重、 专利申请数量等数据来源于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美分行业双边中间品进出口贸易额、 行业增加值等数据

来源于 ＷＩＯＤ 发布的 ＷＩＯＴ。 所有数据的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２ 数据处理

中国各行业研发资本存量。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将国内年度研发资本流量转换

为研发资本存量。 由于行业的技术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其所处市场的技术竞争程

度、 技术迭代速度决定了彼此不同的研发强度。 比如， 行业技术水平越高， 技术竞

争就越激烈， 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越快， 研发资本的折旧率越高。 本文结合相关

文献的做法， 将高技术行业研发资本折旧率设为 １７％， 中等技术行业研发资本折

旧率设为 １３％， 低技术水平行业研发资本折旧率设为 ９％。 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简单平均值构建新的价格平减指数， 将所有年份的研

发投资流量平减至以 １９９７ 年为基期的研发投资流量和存量。
３ 行业匹配与合并

本文数据来源于不同的数据库， 有着不同的行业分类标准， 故而需要进行匹配

和合并。 首先， 将ＷＩＯＤ 所属的 ５６ 个行业与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的 ３９ 个行业

进行匹配； 其次， 将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 ３９ 个行业按照顺序从 ｓ１ 到 ｓ３９ 编

码， 再按照行业属性， 将其与 ＷＩＯＤ 中的 ５６ 个行业 ｃ１～ ｃ５６ 进行合并， 得到 １９ 个

新的行业分类①； 最后， 将 ｃｏｍ１～ ｃｏｍ１９ 与中国 ２８ 个制造业行业进行匹配和合并，
最终得到 １６ 个制造业行业分类。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美国专利知识溢出机制检验

以中国分行业的专利申请数为因变量的一阶差分系统 ＧＭＭ 检验结果列于表 １。
模型 １ 包含了中国自美中间品进口、 对美中间品出口和中美共同研发形成的三条技

术溢出渠道， 检验了它们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综合效应； 表 １ 中的模型 ２、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分别检验了这三条技术溢出渠道的效应。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检验显示， 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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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理。 ＡＲ （１） 检验结果是拒绝原假设， 而 ＡＲ （２） 检验结果则是接受原假设，
说明随机干扰项二阶序列不相关。 估计结果可靠。

（１） ～ （４） 所有方程滞后 １ 期的专利申请量与当年的专利申请量之间负相

关， 这与王俊 （２０１３） 的结论类似， 说明中国企业在中美外包体系中的创新行为

没有累积创新效应， 可能与中国企业陷入过度的被动技术追赶有关。 中国企业研发

人员和研发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稳健， 但前者的促进效应要明显低

于后者。 从美国专利知识溢出的三条渠道来看， 自美中间品进口的专利知识溢出效

应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上为正， 合作研发的专利知识溢出效应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为

正， 但中间品出口的专利知识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这一结果与王俊 （２０１３） 的结

论有些许不同。 王俊 （２０１３） 基于 Ｇ７ 国集团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三个渠道进行检

验， 认为中国得自出口和面对面交流的创新促进效果均不显著， 仅通过自美中间品

进口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显著为正。 这可能与数据的选择与指标的核算方法有关。
本文着重考察美国专利知识溢出存量如何影响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在测算合

作研发的专利知识外溢效应时采用的是中美共有专利申请量， 而不是美国研发资本

存量， 精确度要高一些。 另外， 在测度中间品出口的专利知识外溢效应时， 王俊

（２０１３） 采用的是以出口占 Ｇ７ 国集团的 ＧＤＰ 比重、 中国行业出口占比、 中国行业

的外包强度等多重加权之后的研发资本存量， 而本文则直接采用 ＷＩＯＤ 世界投入产

出表中的中国对美中间品分行业出口占比加权的美国专利申请数， 避免了 “中间

品进口比率等于总进口比率” 这一假定带来的偏差。

表 １　 美国专利知识溢出机制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常数项
０ １６９８∗∗ ０ ２３７０∗∗ ０ ２６６１∗ ０ １３９８

（１ ９４） （２ ２７） （１ ６５） （１ ５８）

Δ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 １））
－０ ００８ －０ ４０９０ －０ ３５３９∗∗∗ －０ ３０９３∗∗∗

（－０ ０２） （－０ ９９） （－２ ６７） （－４ １８）

Δｌｎ（ＲＬ） ０ ２４１２∗ ０ １３９０ ０ ２０００ ０ ０５５６
（１ ６８） （１ ０６） （０ ９４） （０ ６４）

Δｌｎ（ＲＤ） ０ １３４６ ０ ９５５９∗∗ ０ ７５４７ １ ４６０５∗∗∗

（０ ３４） （５ ５９） （０ ８８） （３ ０７）

Δｌｎ（ ｉｍｐｏｒｔｏｕｔ） ０ ２１０５∗ ０ ０７１２∗∗

（２ ３５） （－２ ３２）

Δ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ｏｕｔ）
－０ ２３８８∗∗∗ －０ １０９８∗∗

（－３ ２９） （－１ ９７）

Δｌｎ（ｏｕｔｃｏ） ０ ２２１６∗∗∗ ０ ０３０４
（２ ６２） （－１ １５）

ＡＲ（１）
－１ ０５ －１ ８６ －３ ２１０ －５ ０６
（０ ０９） （０ ０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ＡＲ（２）
－１ ２３ －１ ４７ －２ ０００ －３ ４７
（０ ２２） （０ １４） （０ ０５） （０ 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１５４ ９６ １５２ ７８ １５４ ３６ １４９ ０９
（０ ６５） （０ ３４） （０ ３０） （０ ３７）

观测值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０８
注： 一阶差分系统 ＧＭＭ 估计时， 将专利申请量的滞后 ２ 期、 行业层面的国内研发资本、 国内研发人员、 中
间品进口溢出、 中间品出口溢出、 共同研发溢出作为工具变量进入方程； 括号中为 ｔ （ ｚ） 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Ａ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括号中的数字为 ｐ＞ｚ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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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疑惑的是， 单独检验中美合作研发专利知识溢出渠道时， 其效应不显著

（见模型 ４）， 加入其他两条溢出渠道后变为显著为正 （见模型 １）。 从统计学理论

来看， 当新加入一个与既有变量不相关的外生变量时， 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增

强的话， 估计的残差变小会使估计变量的标准差变小， 其系数的显著水平会提高。
中美合作研发专利知识溢出效应的显著性在模型 １ 与模型 ４ 之间的差异， 正好说明

中美合作研发专利知识溢出与中间品进口的专利知识溢出、 中间品出口的专利知识

溢出之间正交或者不相关， 进一步说明了本模型的合理性。
稳健性检验。 在计量模型 （６） 的基础上选取一些可能影响行业创新能力的因

素作为控制变量， 如行业的所有制结构、 国际化程度、 行业规模等。 另外， 企业可

能出于技术保密的需要而不申请专利， 也有可能为了限制同业竞争而过度申请专

利。 为此， 本文采用新产品销售比例代替专利申请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对计量模

型进行了重新估计， 结果列于表 ２。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检验表明工具变量选择合理，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检验说明随机干扰项的二阶序列不相关， 估计结果可靠。 表 ２ 的估计结

果与表 １ 基本一致， 说明表 １ 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２ 显示， 国内研发人员和国内研发资本的创新效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显著

为正， 且国内研发人员投入的促进效应要远小于国内研发资本投入。 中间品进口和

合作研发的美国专利知识外溢效应也都显著为正， 中间品出口的美国专利知识外溢

效应为负 （不显著）。 虽然中美外包体系中经由三条渠道的美国专利知识外溢效应

有负有正， 但总效应为正。 由此说明， 中美外包体系中美国专利知识外溢总体上促

进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但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

表 ２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常数项
－０ ８３０１ －０ ２１３７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１９７

（－０ ７０） （－０ ３８） （０ ２２） （－０ ３８）

Δｌｎ（ｎｐ（ － １）） －０ ０７６１∗∗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０９２∗∗ －０ １１４９∗

（０ ７３） （０ ４２） （－０ ０４） （－０ ４８）

Δｌｎ（ＲＬ） ０ １６８０ ０ ３６２０∗∗∗ ０ １８６９ －０ ２００４∗∗∗

（０ ７０） （０ ３６） （１ １３） （－３ ０７）

Δｌｎ（ＲＤ） ０ ３０６７∗∗ ０ １８１６ ０ ０１６４∗ ０ ２７２０∗

（０ ５６） （０ ３８） （０ ０５） （０ ９２）

Δｌｎ（ ｉｍｐｏｒｔｏｕｔ） ０ ０１８１∗∗ ０ ５２７１∗

（０ ０８） （－０ ４１）

Δ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ｏｕｔ）
－０ １６６３∗ －０ ０００１∗∗

（－０ ７０） （－０ ００）

Δｌｎ（ｏｕｔｃｏ） ０ ２２６２∗∗ ０ ０１６１
（０ ６９） （０ ５３）

ＡＲ（１）
－２ ９３ －２ ９５ －２ ９７ －３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ＡＲ（２）
－０ ９９ －０ ５６ －１ １４ －１ ２４
（０ ６２） （０ ５８） （０ ７６） （０ ９２）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１５６ ０３ １５５ ９１ １５６ ２１ １５３ １０
（０ ２７） （０ ３２） （０ ６９） （０ ５８）

观测值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０８ ２０８
注： 稳健性检验中， 加入了所有权结构、 国际化程度、 行业规模等控制变量之后， 估计结果基本类似， 并没
有从根本上改变估计结果， 故而并未列出； 工具变量的选择与表 １ 相同； 括号中为 ｔ （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通过了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Ａ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括号中的数字为 ｐ＞ｚ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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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行业检验结果

不同行业对技术知识的消化、 吸收和再创新的能力差异是否也会在中美外包体

系中体现出来呢？ 为此， 本文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平均研发投入强度高于 １％的行业划

为高技术行业， ０ ６％～１％的行业划为中等技术行业， 小于 ０ ６％的行业划为低技

术行业， 并进行分组检验①。 检验结果列于表 ３。 ＡＲ （１）、 ＡＲ （２） 及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检验结果表明， 估计结果可靠。

首先来看中国企业的累积创新效应。 当期与滞后 １ 期专利申请数的关系显示，
高技术行业组为正向关系但不显著； 中等技术行业组为负向关系且显著， 低技术行

业组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确定性关系。 由此可见， 中国高技术行业组的累积创新机制

正在逐渐形成之中， 中等技术行业组和低技术行业组不具有累计创新特征， 中国对

美国的技术依赖程度依然较高。
其次看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 虽然所有行业组都显著为正， 但组间差异

显著。 比如， 低技术行业的专利知识溢出效应最高， 其次是中等技术行业组， 最低

的是高技术行业组； 另外， 低技术行业组的溢出效应一般有 ５％或 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 而高技术行业组的显著性水平普遍较低， 甚至不具有显著性。
再次看中间品出口的技术溢出效应。 所有行业组均显著为负， 且低技术行业组

的负面效应要显著大于中等技术和高技术的行业组。 这一结果与王俊 （２０１３） 的

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 本文以中国对美中间品出口比例为权重构造美国专利知识存

量， 而王俊 （２０１３） 以中国对美出口比率为权重构造美国研发资本存量。 实际上，
截止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美中间品出口占对美出口的比例已达 ３７％就可以说明， 更多的

美国企业正将一些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企业， 自己仅专注核心技术研发和终端市场

控制。 而且， 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和企业， 越容易陷入对美 “依赖性出口” 的低

端技术陷阱。
最后看合作研发的美国专利知识溢出效应。 一是所有的参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

中美合作研发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是低技术行业组的溢出效应

要远高于高技术行业组。 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合作研发的创新促进效应的研

究中， 一些国外学者也得到了类似结果 （ Ｓｃｈｍｉｔ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０） ［３１］。 与王俊

（２０１３） 的不显著正效应结果相比， 本文结果可能更加符合经济学逻辑。 在创新能

力较低的低技术行业， 美国企业与之合作研发的积极性相对较高， 从而专利知识存

量也相对较高。 而对于创新能力提升潜力较高的高技术行业， 则不会出现类似情

况。 比如， 中美合作研发申请专利数在 ２０００ 年为 １１４ 件， 仅占同期美国独立申请

专利数 ９ ９２４ 件的 １ １％。 ２０１４ 年中美企业合作研发申请专利 ２ ０８５ 件， 同期美国

独立申请专利高达 １７６ ９３３ 件， 占比仅提高了 ０ １％。 而且， 中美合作专利申请主

要集中在生产过程性领域， 如生产工艺改进、 流程改造等， 而在原创性技术创新领

域很少看到有中美企业合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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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行业分组检验

变量
高技术行业组 中等技术行业组 低技术行业组

新产品 专利 新产品 专利 新产品 专利

常数项
０ ０５７２ －０ １００４ －０ ０４３１ －０ １０４２∗ －０ ２３５８ ０ １１５９

（０ ７８） （０ ３６） （－０ ６７） （－１ ６６） （－０ ８０） （０ ３２）

Δｌｎ（ｙ（ － １））
０ ０３３６ ０ ４０１６ －０ ０６９８∗ －０ ４０６５∗∗ ０ ３１０４ －０ １７２５

（０ １５） （１ １３） （０ ５３） （－０ ８４） （１ １６） （－０ ７５）

Δｌｎ（ＲＬ） ０ ２６８９∗∗∗ ０ ０２０２ －０ ０８５６ ０ ４６２７∗∗∗ －０ ０９０５ ０ ８７３４∗

（３ ７０） （０ ２７） （－０ ４３） （２ ７１） （－０ １８） （１ ７３）

Δｌｎ（ＲＤ）
－０ ４３４２ ４ ５１５３∗∗ ０ １１３８ －０ ３９３１ ２ ５４００ －０ １３１８

（－０ ４０） （２ ４８） （０ １９） （－１ ４２） （１ ６１） （－０ １１）

Δｌｎ（ ｉｍｐｏｒｔｏｕｔ）
０ ２５７６ ０ ２９６０∗∗ ０ ０６８４ ０ ３３２６∗∗∗ ０ ８６００∗∗ ０ ９７２６∗∗

（１ ５１） （２ ０５） （０ ６２） （３ ２８） （２ ５６） （２ ３４）

Δ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ｏｕｔ）
－０ ２６８７∗ －０ ５４９５∗∗ －０ ２４３０∗ －０ １８６２∗∗ ０ ９１０６∗∗∗ －０ ９７８０∗∗∗

（１ ５１） （－１ ８４） （－１ ６９） （－４ １７） （２ ７１） （－２ ８４）

Δｌｎ（ｏｕｔｃｏ）
０ ３９２０∗ ０ ７５５２∗∗ ０ ２９１６∗∗ ０ ２２８５∗∗∗ ０ ９１４２∗∗ ０ ７８０６

（１ ８７） （１ ９２） （１ ８５） （４ ０６） （２ １３） （１ ５６）

ＡＲ（１）
－２ ８６ －３ ０８ －１ ５８ －０ ３３ －２ ５９ －２ ８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１１３） （０ ７４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ＡＲ（２）
－１ ４２ －０ ６２ －０ ６７ ０ １６２ ０ ９４ －０ ５６
（０ １５６） （０ ５３４） （０ ５０４） （０ ８７５） （０ ３４５） （０ ５８）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８３ ５３ ８４ ９５ ７０ ６６ ８３ ３７ ５４ ２０ ４４ ５１
（０ ９６） （０ ８２） （０ ７２） （１ ００） （０ ８１） （０ ８３）

观测值 ７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５２ ５２
注： 稳健性检验中， 加入了所有权结构、 国际化程度、 行业规模等控制变量之后， 估计结果基本类似， 并没
有从根本上改变估计结果， 故而并未列出； 工具变量的选择与表 １ 相同； 括号中为 ｔ （ ｚ）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通过了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Ａ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括号中的数字为 ｐ＞ｚ 的值。

（三） 行业分组的分位数检验

在中美外包经济体系中， 美国专利知识溢出效应的差异性不仅在不同技术水平

的行业之间得到了体现， 而且也会在相同行业的不同技术发展阶段上得到体现。 理

论上， ＯＬＳ 估计的是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与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之间的定量关

系。 估计美国专利知识存量对处于不同技术发展阶段的中国企业的差异性溢出效

应， 本质上是要捕获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在不同分布时的定量关系， 故需要借助

分位数回归模型。 分位数模型与 ＯＬＳ 的估计量有三个区别： 一是分位数回归估计

量不是最小化残差平方和， 而是基于非对称形式的绝对值残差最小化； 二是分位数

回归与 ＯＬＳ 在回归系数渐近分布的估计上也有所不同； 三是分位数回归结果对离

群值要比 ＯＬＳ 更加稳健， 且对误差项没有强假设条件。
本文将所有行业创新阶段分为 ０ １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７５ 和 ０ ９０ 五个分位， 采

用专利申请量的一阶差分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位数估计。 表 ４ 显示， 高技术、 中

等技术和低技术三类行业组对美中间品进口和中美合作研发的专利知识溢出效应在

所有的分位点上都显著为正， 只是显著性程度上有所差异。 比如， 就中国自美中间

品进口的美国专利知识溢出效应来看， 低技术行业组在低分位上不显著， 而在高分

位上显著； 中等技术行业组的溢出效应均不显著， 甚至在低分位上表现为负效应

（虽然不显著性）； 高技术行业组均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 另外， 对高技术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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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技术行业组而言， 高分位上的总效应要远大于低分位上的总效应。 上述差异在

中美合作研发的专利知识存量溢出效应上表现更明显。 比如， 低技术行业组的溢出

效应虽为正， 且从低分位到高分位逐渐提高， 但均不显著； 中等技术行业组在

０ ７５ 及以上分位数上才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 高技术行业组在所有分位数上均为

显著的正效应， 且分位数越高， 正向效应越大。 合作研发的专利知识外溢效应的显

著性程度也随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比如， 低技术行业组不显著， 中等技术

行业组一般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而高技术行业组的大多分位数甚至在 １％的水平

上都显著。 这可能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企业的技术吸收、 消化、 再创新的

能力不断增强的结果。
本文不支持王俊 （２０１３） 得出的高技术行业在高分位上可能也会表现出不显

著促进作用的结论。 本文推测， 由于中美企业的技术差距还很大， 哪怕是在高技术

行业组的高分位上， 合作研发和中间品进口的专利知识溢出效应都可能为正。
再来看中国对美中间品出口的美国专利知识溢出效应。 不论三个行业组处于技

术发展的哪个阶段， 均显著为负效应。 估计参数的大小表明， 对美中间品出口更加

明显地抑制了中国低技术行业的创新能力。 与表 １、 表 ２ 和表 ３ 基本一致， 再次证

明了在中美外包经济体系中， 中国本地企业很难通过 “出口中学” 提升技术创新

能力。

表 ４　 行业分组的分位数检验

变量 ０ １０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７５ ０ ９０

高技术行业

中等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进口溢出

出口溢出

合作溢出

进口溢出

出口溢出

合作溢出

进口溢出

出口溢出

合作溢出

　 　 ０ ３８３０∗∗∗ 　 　 ０ ２７８７∗∗∗ 　 　 ０ １５０６∗∗ 　 　 ０ ３０５５∗∗ 　 　 ０ ５８６０∗∗∗

（３ ７８） （２ ８４） （２ ４３） （２ ５４） （３ ８２）
－０ ４４１３∗∗∗ －０ ３０４５∗∗∗ －０ １４６８∗∗ －０ ３３３３∗∗∗ －０ ５６８２∗∗∗

（－４ ６８） （－３ ４６） （－２ ４１） （－２ ９０） （－３ ９１）
０ ２９３４∗∗ ０ ３０１８∗∗ ０ １５０５∗ ０ ４１４８∗∗∗ ０ ６１９０∗∗∗

（２ ３４） （２ ６２） （１ ７９） （２ ８７） （３ ５３）
－０ ２８４２ －０ ０４９１ ０ １７８７ ０ １１２１ ０ ２５０５

（－１ ５１） （－０ ３１） （１ １８） （０ ６９） （０ ９８）
０ １７７６ －０ ００６９ －０ ２５１８∗∗ －０ ３２１２∗∗ －０ ５１４２∗∗

（１ １１） （－０ ０５） （－１ ９６） （－２ ３２） （－２ ３８）
－０ ３１８０ －０ ０２７４ ０ ２５８８∗ ０ ２８６１∗ ０ ４３００∗

（－１ ６２） （－０ １７） （１ ６４） （１ ６９） （１ ６２）
０ ３８８５ ０ ４４８４ ０ ７１８１ ０ ８６７９∗∗ ０ ７９３８

（１ ２１） （１ ０８） （１ ６７） （１ ９５） （１ ６２）
－０ ５５９８∗ －０ ６４６０∗ －０ ７９１１∗∗ －０ ７９４８∗∗ －０ ９６４０∗∗

（－１ ９３） （－１ ７２） （－２ ０４） （－１ ９８） （－２ １８）
０ ５８５０ ０ ６６６５ ０ ７５８８ ０ ６９０６ ０ ８８３１

（１ ６３） （１ ４３） （１ ５８） （１ ３９） （１ ６１）
注： 工具变量的选择与表 １ 相同； 括号中为 ｔ （ ｚ）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 ＡＲ、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符合要求， 限于篇幅， 暂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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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及政策启示

跨国外包体系中的中间品进口、 出口及合作研发都是发包企业的战略行为， 其

间发生的技术知识外溢不仅是发包企业的被动行为， 而且承包企业还极容易被带入

预设的技术轨道。 因此， 跨国外包体系的技术溢出机制不仅要比一般贸易和跨国投

资复杂， 效应也是不确定的。 本文构建了跨国外包体系的中间品进口、 出口和合作

研发的专利知识存量测度方法， 检验了中美外包体系的专利知识溢出机制及效应。
结果显示： 中国分行业的内部研发投入均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在全样本和

行业分组样本的一阶差分系统 ＧＭＭ 估计中， 中间品进口、 合作研发的知识溢出效

应显著为正， 中间品出口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分位数检验显示， 行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越低， 中间品出口的负面效应越强， 中间品进口、 合作研发的技术知识溢

出效应也越弱； 反之， 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 中间品出口的负效应越弱， 而中

间品进口、 合作研发的外溢效应越强。 总之， 在中美外包体系中， 中国本地企业现

阶段还很难通过 “出口中学” 提高创新能力， 要着力最大化 “进口中学” 和 “合
作中学” 的创新促进作用。

创新中美企业合作机制， 扩大对美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 转变中美外包经济增

长方式、 实现中美价值链深度融合是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战略措施。 具体而

言， 一是要创新中美企业合作机制，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中美企业合作专利申请量

仅占美国企业 ＵＳＰＴＯ 专利申请量的 １ ２％， 且 １５ 年来仅上涨了 ０ １％， 今后应进一

步拓展中美企业合作研发， 着力形成价值链与合作研发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是

要转变中美外包体系发展方式，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中美外包业务占双边贸易的 ３７％，
其中自美中间品进口仅占 １２％， 以对美中间品出口为主的中美外包体系严重扭曲

了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方向， 过度技术追赶的弊端值得注意， 未来应扩大对美中间

品进口， 在实现中美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同时， 促进中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

升； 三是积极落实 “放管服” 改革， 大力改善营商环境， 释放创新主体活力， 促

进中美产业链、 价值链和供应链融合， 形成以中、 小、 微民营企业为主体融入到中

美外包体系之中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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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
ｐｏ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Ｄ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ｕｔ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ｕｓｔ ｅｎｇ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ａｒｎ ｂｙ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ｂ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ｅａｒｎ ｂ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ＵＳ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ｉｎｏ－ＵＳ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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