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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湛柏明， 裴　 婷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 在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模型中依次纳入外商直接投资 （物化效

应） 和专利 （非物化效应） 的溢出路径， 比较分析三种加权法所计算的中间品进

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存量， 同时利用系统广义矩回归估计了具有全球代表性的 ３３ 个

样本国家和地区。 结果表明： 首先， 在全球样本中， 一国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国

内研发资本存量； 其次，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针对不同样本国家具有异

质性， 特别是当纳入非物化型技术溢出时， 异质性更为显著； 最后， 人力资本已逐

渐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主导力量， 在中间品进口贸易过程中， 通过与跨国

（境） 企业的交流和学习可以提高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 从而间接促进国内技术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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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 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

大， 中间品进口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研发活

动作为生产力增长的核心因素， 然而世界上大多数的研发活动仅发生在少数工业国

家， 并且由于技术壁垒的原因使得其他国家很难参与其中， 大部分国家只能通过中

间品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来提高国际竞争力。 因此， 研究中间品进口贸

易的技术溢出并测算其大小显得尤为重要 （Ｈａｌｌ， ２０１１）。 据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２） 估算，
在研发活动对一个产业生产力的贡献中， 本产业内部的研发活动占 ５０％， 而国外

技术溢出比重高达 ２０％。 较多经济学家基于此研究了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扩散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这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为考察各国中间品进口贸易的实际地位， 笔者依据联合国按经济大类分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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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ＢＥＣ）， 将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加

工半成品和零配件定义为中间品， 其中包括 ２１ （工业用加工食品与饮料）、 ２２ （加
工工业用品）、 ３２２ （非汽车燃料与润滑油）、 ４２ （资本货物零配件） 和 ５３ （运输

设备零配件）， 同时选择 ３３ 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①， 利用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计算了各国和地区 ７ 年的中间品进口额与进口总额的比重②。 总体上看，
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 ０ ３０～０ ４５， 而中等收入国家的

比重为 ０ ４０～０ ６， 几乎占据了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笔者发现中等收入国家的中间品

进口额比重远大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这说明单就中间品进口贸易的结构而言， 中等收

入国家通过进口具有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获得的国外技术溢出应大于高收入国家， 至于中

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正还是负尚需进一步讨论。 因此， 研究一国和地区的中

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并测算其大小对一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以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为代表的对于国际技术溢出的早期研究都是围绕中间品

进口贸易与生产率的关系展开的， 且一致认为中间品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路

径， 并对一国的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后， 学者们围绕中间品进口贸易技术溢出

存量的权重进行了讨论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１９９８； Ｋｗａｒｋ ＆ Ｓｈｙｎ， ２００６）， 他们分别

以技术来源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接收国的出口总额作为中间品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存量的

权重， 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以来源国的进口总额作为权重产生的总量偏差问题。 同时学

者们探讨了另外两种国际研发溢出路径：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和专利 （Ｅａｔｏｎ ＆ Ｋｏｒｔｕｍ， １９９６； Ａｎｇ ＆ Ｍａｄｓｅｎ， ２０１３）， 对国际研发溢出的异质性

问题进行了研究。 Ｋｒａｍｍｅｒ （２０１４） 在研究中发现国外专利和 ＦＤＩ 的研发溢出对全要素

生产率有着积极影响， 李平 （２００７） 认为我国的专利申请大多属于实用新型， 国外专利

溢出对我国的自主创新具有阻碍作用。 对于上述不同技术溢出路径的异质性反映， 陈超

（２０１６） 单独考虑了技术溢出的物化效应 （中间品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发现物化型技术溢

出是一条重要的溢出路径； 高凌云和王永中 （２００８） 将研发溢出分解为物化型和非物化

型 （专利） 两种路径， 发现加入非物化型路径使得物化型路径的生产率将不再显著。
为了拓展国际研发溢出模型， 学者们依次加入了人力资本、 贸易开放度、 技术

差距和政府制度等变量。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将国内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能有效吸收国外技

术的重要因素， 发现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因素在国际研发溢出机制中具有深刻影

响。 许多经济学家基于此研究了人力资本存量、 贸易开放度与国际研发溢出存量之间

的关系 （Ｆｒａｃａｓｓｏ， ２０１４）， 发现人力资本存量、 贸易开放度均与一国的国际研发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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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依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６年对国家和地区发达程度的划分， 笔者将 ３３ 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分为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两

种。 其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包括： 美国、 英国、 丹麦、 澳大利亚、 新加坡、 德国、 法国、 日本、 中国香港、 荷兰、
奥地利、 瑞典、 比利时、 冰岛、 芬兰、 爱尔兰和新西兰。 中等收入国家包括： 马来西亚、 巴西、 墨西哥、 中国、 克

罗地亚、 保加利亚、 西班牙、 葡萄牙、 捷克、 斯洛伐克、 波兰、 希腊、 韩国、 匈牙利、 印度和乌克兰。
限于篇幅， 具体数据未报告， 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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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 并以此推动提高国内生产率。 鉴于国际技术扩散的遇阻性及对技术接收国

生产率的非自动性提高 （Ｓｅｃｋ， ２０１２）， Ｋｒａｍｍｅｒ （２０１４） 在研究时引入了制度变量，
并选取政府质量、 经济自由度、 知识产权保护度和经贸便利度 ４ 个代理变量， 发现高

质量制度与国际研发溢出呈正相关。
与上述文献相比，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 借鉴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以及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的模型， 将一国的研发资本存量分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国际研

发溢出， 并解释人力资本对一国吸收能力的作用； 第二， 因为中间品进口贸易具有一

定技术含量是其对别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前提条件， 所以笔者剔除了不具有技术含

量的中间品进口贸易，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第三， 在

测算中间品进口贸易的国际技术溢出存量时， 比较了三种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存量的

加权权重， 以其所产生的汇总偏差是否最小来判定方法的优劣； 第四， 考虑到不同溢

出路径的异质性问题， 依次将物化型路径 （中间品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和非物化型路径

（专利） 纳入同一回归方程， 在控制了其他路径的溢出效应的基础上， 考察中间品进

口贸易的研发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 基础模型设定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国外技术溢出影响国内生产率提供了一

个理论框架， 其中最终产品部门的总产量由基于人力资本调整后的有效劳动和中间

品所决定①， 中间产品种类多样性水平反映国技术水平的高低， 依据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生产函数， 则有：

Ｙ ＝ Ａ ＨＬ( ) １－α ∫Ｚ
０
ｘ（ ｉ） ρｄｉ[ ]

α ／ ρ
（１）

式 （１） 中， Ｙ 为最终产品的产量； Ａ 为一固定常数； Ｈ 为人力资本存量； Ｌ 为

劳动力； ｘ ｉ( ) 为中间品的投入量； Ｚ 为中间产品种类， 反映一国技术水平的高低，
假设０＜α＜１，０＜ρ＜１。

在中间产品部门， 厂商使用购买的新技术和资本生产中间产品， 每个企业只生

产一种中间产品， 而且这些中间产品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 假设生

产一单位中间产品需要一单位的资本量， 则资本总量与中间产品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Ｋ ＝ ∑
Ｚ

ｉ ＝ １
ｘ ｉ( ) （２）

在对称均衡中， 所有中间产品都对称地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 从而具有相同的

需求函数， 即对于 ｉ∈ １， Ｚ[ ] ， ｘ ｉ( ) ＝ｘ－， 因此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也可以这样表示：

Ｋ ＝ ∑
Ｚ

ｉ ＝ １
ｘ ｉ( ) ＝ Ｚｘ－ （３）

通过此定义， 我们可以得到总产出的另一种函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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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 Ｋｗａｒｋ 和 Ｓｈｙｎ （２００６） 的研究， 有效劳动是指经过人力资本调整后的劳动力与中间品的统一体，
中间品的表达式以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ＥＳ） 的形式给出。



－ ２８　　　 －

Ｙ＝ＡＨ１－αＬ１－αＺσＫα （４）
式 （４） 中， σ＝α １－ρ( ) ／ ρ， 此方程说明最终产品产量取决于 ４ 个要素： 人力

资本、 劳动力、 投入到中间品的资本以及中间品的研发溢出。
由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取对数形式：

ｌｏｇＴＦＰ＝ ｌｏｇＹ－ １－α( ) ｌｏｇＬ－αｌｏｇＫ （５）
可以得到：

ｌｏｇＴＦＰ＝ ｌｏｇＡ＋σｌｏｇＺ＋ １－α( ) ｌｏｇＨ （６）
根据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的方法， 将一国的研发分为两个部分： 国内研发

存量 Ｚｄ 和国际研发存量 Ｚ ｆ。 由于东道国通过国际技术扩散获取国外研发溢出， 其

中 ＦＤＩ、 中间品进口贸易和国外专利申请作为三大主要路径已得到广泛认可 （李平

和崔喜君等， ２００７）， 因此， 笔者进一步将研发的国际溢出分为通过物化型路径

（中间品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和非物化型路径 （国外专利申请）， 则一国研发溢出就

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Ｚ＝Ｚｄ×Ｚ ｆ （７）

Ｚ ｆ ＝Ｚ ｆｍ×Ｚ ｆｄｉ×Ｚ ｆｐ （８）
式 （８） 中， Ｚｆｍ表示一国从进口中间品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存量， Ｚｆｄｉ表示一

国从外商直接投资中所获得的技术溢出存量， Ｚｆｐ表示一国从外国在本国进行专利申

请时所获得的技术溢出存量。 将式 （７） 和式 （８） 分别取对数代入式 （６） 中：
ｌｏｇＴＦＰ ｉｔ ＝μｉ＋ω１ ｌｏｇＺｄ

ｉｔ＋ω２ ｌｏｇＺ ｆｍ
ｉｔ ＋ω３ ｌｏｇＺ ｆｄｉ

ｉｔ ＋ω４ ｌｏｇＺ ｆｐ
ｉｔ ＋

ω５ ｌｏｇＨｉｔ＋ω６ ｌｏｇＺ ｆｍ
ｉｔ ｌｏｇＨｉｔ＋ω７＋εｉｔ （９）

式 （９） 中， ｉ 表示国家， ｔ 表示时间， ω７ 表示常数项， εｉｔ表示误差项。 考虑到

国际技术溢出对一国技术进步存在时滞性， 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变量， 故在式 （９） 中加入 ＴＦＰ ｉｔ－１； 此外， μｉ 为计量模型中的个体效应， 表示模型

中无法控制的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 为消除个体效应的影响， 笔者对模型进行一阶

差分处理， 得到基本实证模型如下：
ΔｌｏｇＴＦＰ ｉｔ ＝ω０ΔｌｏｇＴＦＰ ｉｔ－１＋ω１ΔｌｏｇＺｄ

ｉｔ＋ω２ ｌｏｇΔＺ ｆｍ
ｉｔ ＋ω３ΔｌｏｇＺ ｆｄｉ

ｉｔ ＋
ω４ ｌｏｇＺ ｆｐ

ｉｔ ＋ω５ΔｌｏｇＨｉｔ＋ω６Δ ｌｏｇＺ ｆｍ
ｉｔ ｌｏｇＨｉｔ( ) ＋ω７＋ε′ｉｔ （１０）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由于各国研发资本存量和双边专利数据的部分缺失， 笔者最终选定样本国家和

地区 ３３ 个， 并将这 ３３ 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分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与中等收入国家；
由于计算各国对外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存量时，
需要 双 边 ＦＤＩ 的 流 量 数 据， 双 边 ＦＤＩ 数 据 均 来 源 于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ＩＭＦ） 中的协同直接投资调查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ＤＩＳ） 数据库， 但此数据库仅为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 考虑到数

据的时效性和可获得性， 笔者最终将样本时间选定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文中各变量

的测量方法和数据来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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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ＴＦＰｃｈ）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主要有以新古典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增长核算法和经

济计量法， 但是由于增长核算法中完全竞争、 希克斯中性技术等基本假设不符合现

实情况， 同时人为地规定生产函数来计算 ３３ 个国家和地区在国民收入中劳动和资

本要素的贡献份额会导致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有误。 为解决上述问题，
笔者采取经济计量法中的非参数数据包络法， 在以投入为导向的数据包络分析基本

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曼奎斯特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效率指数， 测算了技术效率增长指数

（Ｅｆｆｃｈ）、 技术进步增长指数 （Ｔｅｃｈｃｈ） 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 （ＴＦＰｃｈ）， 数据

包络法无需对生产函数与数据分析作出假设， 从而避免了较强的理论约束问题。 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需要确定 ３ 个指标：
（１） 实际产出 （Ｙ）， 由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 为了消除物价因素使得

数据具有可比性， 笔者选取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美元数据， 各国家和地区数

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中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２） 劳动力投入 （Ｌ）， 由从业人数作为代理变量， 数据来源于佩恩表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８ ０， ＰＷＴ８ ０）。
（３） 物质资本存量 （Ｋ） ， 其数据同样来源于 ＰＷＴ８ ０。 在 ＰＷＴ８ ０ 中使用

了国际通用的永续盘存法， 此外， 现阶段一个通用的做法是假定所有资产都具

有相同的寿命且不考虑资产的异质性。 然而， 公司和政府投资的资产种类繁多

且大多寿命不一， 因此， 将所有资产按相同寿命和折旧率计算是不准确的。 为

了解决上述问题， ＰＷＴ８ ０ 中建立了 ６ 种资产， 并设立了相应的折旧率， 以解

决不同资产种类的折旧异质性问题。

（二）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Ｚ
ｄ

ｉｔ）

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国和地区历年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Ｚ ｄ
ｉｔ， 即 Ｚ ｄ

ｉｔ ＝

１－δ( ) Ｚｄ
ｉｔ－１＋Ｒ ｉｔ， 同时各国家和地区基期研发资本存量 Ｚｄ

ｉ２００１ ＝Ｒ ｉ２００１ ／ ｇ＋δ( )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７９）。 其中， δ 为研发资本折旧率， 沿用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的方法， δ ＝
５％， Ｒ ｉｔ表示各国和地区历年的研发经费支出，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Ｕ⁃
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ＳＣＯ） 中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数据库， 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笔者使用 ２００５ 年为基

期的不变价美元数据进行换算， ｇ 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各国和地区研发经费支出的平均

增长率。

（三）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 （Ｚ ｆｍ
ｉｔ ）

各国和地区历年从中间品进口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用 Ｚ ｆｍ
ｉｔ 来表示。 关于

中间品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测量关键在于加权方法的选择， 目前国际上常见的加权

方法主要有两种： ＣＨ 加权法 （Ｃｏｅ ＆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和 ＬＰ 加权法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１９９８）， 同时还有 Ｋｗａｒｋ 和 Ｓｈｙｎ 在 ２００６ 年提出的一种新方法 （下文用

Ｎｅｗ 加权来表示）。 方法分别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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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ＣＨ 加权法

ＺＣＨ
ｉｔ ＝ ∑ Ｍｉｊｔ

Ｍｉｔ

× Ｚｄ
ｊｔ， ｉ ≠ ｊ( ) （１１）

式 （１１） 中， ＺＣＨ
ｉｔ 表示以双边贸易伙伴的进口份额为权重的 ＣＨ 加权法， Ｍｉｔ表

示 ｉ 国第 ｔ 年的总进口额， Ｍｉｊｔ表示 ｔ 年 ｉ 国从 ｊ 国进口的中间品贸易额， Ｚｄ
ｊｔ表示 ｔ 年

ｊ 国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２ ＬＰ 加权法

ＺＬＰ
ｉｔ ＝ ∑ Ｍｉｊｔ

Ｙ ｊｔ

× Ｚｄ
ｊｔ， ｉ ≠ ｊ( ) （１２）

式 （１２） 中， ＺＬＰ
ｉｔ 表示以双边贸易额与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

权重的 ＬＰ 加权法， Ｙｊｔ表示 ｔ 年 ｊ 国的 ＧＤＰ。
３ ＮＥＷ 加权法

ＺＮＥＷ
ｉｔ ＝ ∑ Ｘ ｉｊｔ

Ｘ ｊｔ

× Ｚｄ
ｊｔ， ｉ ≠ ｊ( ) （１３）

式 （１３） 中， ＺＮｅｗ
ｉｔ 表示用双边贸易国的出口份额为权重的 ＮＥＷ 加权法。 Ｘ ｉｊｔ等

价于 Ｍｉｊｔ， 表示 ｔ 年 ｊ 国向 ｉ 国出口的中间品贸易额即 ｔ 年 ｉ 国从 ｊ 国进口的中间品贸

易额； Ｘ ｊｔ表示 ｔ 年 ｊ 国的总出口。
这三种方法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汇总数据偏差问题， 为比较三种估计方法的差

异， 表 １ 列出了分别以三种方法测量的样本国家和地区在 ２０１２ 年的进口技术溢出。
笔者发现在 ＣＨ 加权方式下， 爱尔兰和墨西哥的技术溢出存量最大， 分别是美国技

术溢出存量的 ３０ 倍和 ９ 倍， 而在 ＬＰ 加权和 ＮＥＷ 加权方式下各样本国家和地区的

技术溢出存量则大致相当。

表 １　 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存量的比较 （２０１２ 年）

国家（地区） ＣＨ 加权 ＬＰ 加权 ＮＥＷ 加权 国家（地区） ＣＨ 加权 ＬＰ 加权 ＮＥＷ 加权

墨西哥 １ ８３５ ０９８ ５７ ２６７ ４６１ ７７６ 美国 １８７ １５１ １１０ １２９ ４７０ ６０６
中国 ３５４ ７３０ １２６ ８６３ ６５３ ３０３ 英国 ３２６ ３６５ ３２ ７７５ １７４ ４２０
希腊 １２６ ４７０ １ ８４４ ７ ２８８ 丹麦 ２３１ ５２０ ４ ６６２ １７ １７４

西班牙 ２４５ ３１２ １７ ４７３ ７７ ７６１ 澳大利亚 ３６５ ３９５ １０ ９１６ ６７ ２９２
印度 ３１５ ６７８ ２１ ９４６ １１５ ２４９ 新加坡 ５５９ ５０９ ２７ ３８４ １６６ ４１５

乌克兰 １６３ ２９８ ３ ２５３ １１ ９５１ 德国 ２６８ １５０ ４６ ５３７ ２８２ ２９３
匈牙利 ３２９ ０４６ ７ １８５ ２５ ３８６ 法国 ３４９ ２７７ ３７ ００６ １８１ ７３２

克罗地亚 ３２９ ０４６ ８３５ ３ ３３７ 日本 ３３８ ６８９ ３８ ８６５ ２０３ ８３３
保加利亚 １３３ ５１３ １ １２４ ３ ９９７ 中国香港 ６４３ ９８８ ５０ ０７５ ２５３ ２２６

韩国 ５６４ ８１７ ３８ ３０２ ２４４ ３５０ 荷兰 ３２０ ９１１ ２７ ４５７ １３０ ０６７
巴西 ６７４ １１６ １８ ５９０ １０８ ７８６ 奥地利 ３５１ １００ １３ ０１７ ４６ ７７９

葡萄牙 １７０ ４４３ ２ ９６０ １１ ８８９ 瑞典 ２３６ ６９７ ８ １７５ ３４ ６０５
波兰 ３２４ ６７８ １４ ５０９ ５２ ５７８ 比利时 ３３５ ７９７ ２４ ７１６ １２５ １２３
捷克 ３５４ ３３５ １１ ８２６ ４１ １３１ 冰岛 ３９２ ４１７ ２２２ １ ３６７

斯诺伐克 ２５０ １３４ ５ ５５７ １７ ３９４ 芬兰 １９３ ５５６ ３ ０５６ １２ ７８２
马来西亚 ６１７ ２４７ １６ ３４１ ９７ ３８４ 爱尔兰 ５ ４９４ ６７７ ３ ６０６ ２２ ３７２
新西兰 ３５４ ６７７ １ ５９２ ９ 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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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较三种方法在处理汇总偏差程度方面的差异， 笔者将所选取的 ２３ 个欧盟

国家①视为一个整体， 将各个国家对应的数据相加作为一个总体权重进行计算， 分

别测算了 ４ 个国家 （加拿大、 中国、 日本、 美国） 在汇总之前和汇总之后的技术

溢出效应② （如表 ２ 所示）。 笔者发现， 在 ＣＨ 加权方法下， 汇总前后的数据变动

最大， 高达 ６ 倍左右， 尽管 ＮＥＷ 加权和 ＬＰ 加权两者变动范围相一致， 两者变

动率均在 １１％以内， 但各国和地区在 ＬＰ 加权下的变动率均小于 Ｎｅｗ 加权， 这与

Ｋｗａｒｋ 和 Ｓｈｙｎ （２００６） 所得出的结论不完全一致。 笔者认为由于数据时效性与

在溢出国家和地区的选择上的优势， 本文结论更加可靠， 所以 ＬＰ 加权法在处理

汇总偏差问题上优于另外两种方法。 因此， 笔者采取 ＬＰ 加权方法， 同时将 ｊ 国
选定为世界十大贸易国 （美国、 日本、 中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法国、 加

拿大、 韩国、 俄罗斯） 中的 ９ 个国家，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ｍｔｒａｄｅ）， 各国历年的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采用的

是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美元数据。

表 ２　 ２３ 个欧盟国家汇总整合前后技术溢出效应的比较 （２０１２ 年）

测量方法 国家 汇总之前 汇总之后 变动率 ／ ％

ＣＨ 加权

ＬＰ 加权

ＮＥＷ 加权

加拿大 ６７ ５４０ ４７ ４７９ ７９２ ３ －６１０ ３８
中国 ８６ ３５４ ５ ５１１ ２７０ ８ －４９２ ０６
日本 ５９ ４３４ ９１ ４１３ ５７４ ３ －５９５ ８４
美国 １０１ ２６０ ９ ７３５ ００９ ６ －６２５ ８６

加拿大 １３ ８８２ １９ １３ ０５４ １５ ５ ９６
中国 ６１ ５８８ ４７ ５４ ６９９ ７７ １１ １９
日本 ２２ ８２２ ６４ ２１ ５６２ ６１ ５ ５２
美国 １０ ４２０５ ３ １００ ９７４ ５ ３ １０

加拿大 ３５ ０６５ ３１ ５４０ １０ ０５
中国 １４９ ４９５ ２ １３２ １５９ ６ １１ ６０
日本 ５７ ７９１ ９７ ５２ ０９７ ２３ ９ ８５
美国 ２５７ ７２２ ９ ２４３ ９６３ ６ ５ ３４

（四）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 （Ｚ ｆｄｉ）
笔者仿照 ＬＰ 加权方法来测算 ｉ 国 ｔ 年从外商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技术溢出：

Ｚ ｆｄｉ
ｉｔ ＝ ∑ ＦＤＩｉｊｔ

Ｙ ｊｔ

× Ｚｄ
ｊｔ， ｉ ≠ ｊ( ) （１４）

式 （１４） 中， ＦＤＩｉｊｔ表示 ｊ 国 ｔ 年流入 ｉ 国的直接投资额， ｊ 国选取对 ｉ 国直接投

资排名前 ７ 位的国家， 双边 ＦＤＩ 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协同直接投资调

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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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选取的 ２３ 个欧盟国家包括： 奥地利、 比利时、 捷克、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

尔兰、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爱沙尼亚、 罗马尼亚、 斯

洛文尼亚、 拉脱维亚。
此方法仿照 Ｋｗａｒｋ 和 Ｓｈｙｎ （２００６） 的研究方法， 但 Ｋｗａｒｋ 和 Ｓｈｙｎ 只整合了 １６ 个欧盟国家， 并且采用

的是 １９９５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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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专利的技术溢出 （Ｚ ｆｐ
ｉｔ ）

依据李平 （２００７） 的方法计算专利的技术溢出存量：

Ｚ ｆｐ
ｉｔ ＝ ∑ＶＰ ｊｔ ／ Ｙ ｊｔ × Ｚｄ

ｊｔ， ｉ ≠ ｊ( ) （１５）

ＶＰ ｊｔ ＝ ∑Ｒ ｊｔ ／ ＴＰＡ ｊｔ × ＰＡ ｊｔ， ｉ ≠ ｊ( ) （１６）

其中 ＶＰ ｊｔ表示 ｊ 国 ｔ 年流入 ｉ 国的专利申请价值， ＰＡ ｊｔ表示 ｊ 国 ｔ 年向 ｉ 国申请的

专利数， ＴＰＡ ｊｔ表示 ｊ 国 ｔ 年拥有的国内专利申请总数， Ｒ ｊｔ表示 ｊ 国 ｔ 年的研发经费支

出， ｊ 国选取在 ｉ 国专利申请前 ７ 位的国家， 专利数据均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的知识产权统计数据中心。

（六） 人力资本存量 Ｈｉｔ

各国和地区历年人力资本存量用 ｉ 国 ｔ 年的中学入学率 Ｈｉｔ作为代理变量， 中学

入学率是中学入学总人数与相应年龄人口总数的比值，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四、 实证回归结果

（一） 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的回归分析

对于全样本国家和地区， 由模型 １～模型 ３ 的回归结果 （如表 ３ 所示） 可知： 在国

内研发投入方面， 不管是否纳入非物化溢出效应，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一国国内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 也就是说两者间的这种促进关系非常稳定。 国内人力资本

投入对一国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亦十分稳定， 但国内人力资本投入阻碍了国内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即当人力资本增长 １％时， 国内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０ ２３％。 在国

外研发溢出方面， 进口中间品这一溢出路径阻碍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当纳入非

物化溢出效应时， 这一阻碍作用减弱， 回归系数由－０ ００６ ４ 上升到－０ ００５ ９。
对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由模型 ４～模型 ６ 的回归结果可知： 在国内研发投入

方面，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 当纳入非物化型技术溢出效应时，
这种促进关系变得更为显著， 回归系数达到了 ０ ００１ ７。 在国外研发溢出方面， 中

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且十分稳定， 当纳入非物化型技术溢出路径时，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 “正溢出效应” 变得更为显著， 回归系数由 ０ ０１２ 上升到

０ ０１６； 同时 ＦＤＩ 和专利的技术溢出效应显现出来，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 而

引入国外专利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 由模型 ７～模型 ９ 的回归结果可知： 在国内研发投入方面， 一

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而国内人力资本投入却直接阻碍了一国的全要

素生产率提高。 在国外研发溢出方面：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十分稳定， 但阻

碍了国内经济增长。 然而中间品进口贸易研发溢出存量与国内人力资本存量的交互项对

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这说明虽然中等收入国家不能直接通过本国国内的人力资

本促进国内生产率， 但可以在进口中间品贸易的过程中通过学习、 模仿和创新来提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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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素质从而推动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同时， 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相反， 通过引进

国外专利而产生的技术溢出阻碍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表 ３　 不同经济体类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的回归分析

解释
变量

全部样本 高收入国家 （地区） 中等收入国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ｔｆｐ
（－１）

ｌｎｓｄ

ｌｎｓｆｍ

ｌｎｈ

ｌｎｓｆｍ×
ｌｎｈ

ｌｎｓｆｄｉ

ｌｎｓｆｐ

ＡＲ （１）

ＡＲ （２）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０ ４１０ ８∗∗∗ ０ ３８０ ０∗∗∗ ０ ３８９ ０∗∗∗ ０ ３５４ ６∗∗∗ ０ ２９９ ５∗∗∗ ０ ２９０ ０∗∗∗ ０ ３２３ ０∗∗∗ ０ ２５８ ５∗∗∗ ０ ２８４ ３∗∗∗

（３ ４１） （３ ０５） （３ １０） （５ ４０） （４ ３５） （４ ２２） （４ １４） （３ ９０） （３ ４８）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５ ５∗ ０ ００７ ４∗∗∗ ０ ００５ ４∗∗

（１ ６７） （１ ８５） （１ ８９） （１ ４９） （２ ９０） （２ １１） （１ ７７） （２ ９０） （２ ０２）
－０ ００６ ４∗∗∗ －０ ００６ ３∗∗∗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０１２ ２∗∗∗ ０ ０１２ ９∗∗∗ ０ ０１６ ５∗∗∗ －０ ０１４ ４∗∗ －０ ０１８ ９∗∗ －０ ００７ ８

（－２ ７０） （－２ ６５） （－２ ４８） （３ １５） （３ ３６） （３ ７６） （－２ ２ ９） （－２ ２４） （－０ ９６）
－０ ０２３ ７∗ －０ ０２２ ８∗ －０ ０２３ ７∗ －０ ０２６ ２∗ －０ ０１３ １ －０ ０２３ ９ －０ ０４０ ９ －０ ０６３ ７∗∗ －０ ０５７ ９∗

（－１ ７３） （－１ ６６） （－１ ７０） （－１ ７８） （－０ ８４） （－１ ４７） （－１ ２７） （－２ ００） （－１ ８０）
０ ００５ ７∗∗ ０ ００５ ８∗∗ ０ ００５ ７∗∗ －０ ００９ １∗∗∗ －０ ００９ ７∗∗∗ －０ ０１２ ３∗∗∗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１７ ２∗∗ ０ ０１１ ２∗

（２ ４８） （２ ５４） （２ ５０） （－３ ０６） （－３ ２６） （－３ ６６） （１ ６１） （２ ３８） （１ ６２）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４ 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 ６１） （－０ ５４） （－２ ４６） （－２ ５４） （－１ ３３） （－１ ４４）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 ００１ ９∗

（－１ ２１） （１ ９０） （－１ ８９）
－５ ７５ －５ ７３ －５ ４０ －２ １１ －２ ５１ －２ ６０ －５ ９９ －３ ７７ －５ ４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２ －１ ０８ －０ ８５ －１ ５７ －１ ４３ －１ ３９ ０ ０８ ０ ０２ ０ １３
（０ ３５７） （０ ２８１） （０ ４０）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９４） （０ ９８） （０ ８９）
１７ ２６ １６ ８５ １７ ３６ １６５ ９３ １６８ ６７ １６７ ６６ １０６ ２２ ７８ ０２ ７８ １６
（０ ４３７） （０ ４６５） （０ ４３１） （０ １５）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１８） （０ ２１） （０ ４１）

注： （１） 系统广义矩估计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ＧＭＭ） 将滞后 ２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 ｌｎｔｆｐ
（－２）、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存量 ｌｎｓｆｍ （－２）、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存量 ｌｎｓｆｄｉ （－２） 和专利的技术溢出存量

ｌｎｓｆｐ （－２） 作为内生变量， 人力资本存量 ｌｎｈ、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存量的交互项 ｌｎｓｆｍ×ｌｎｈ、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ｌｎｓｄ 作为外生变量。 （２） 括号内为 ｔ （ｚ） 统计量， “∗” “∗∗” “∗∗∗” 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
５％、 １％显著水平的检验。 （３） ＡＲ ｔｅｓｔ、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检验统计量括号里的数字对应的是 Ｐｒｏｂ＞ｚ 的值。

（二） 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增长指数的回归分析

由模型 １～模型 ９ 的回归结果 （如表 ４ 所示） 可知： 滞后一期的技术进步增长

指数与当期的技术进步增长是正向关系且这种关系是十分稳定的。 对于全部样本国

家和地区，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且十分稳定， 但是国内人力资本通

过中间品进口贸易间接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 对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中间品进口

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 当纳入非物化型技术技术溢

出效应时，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 “正溢出效应” 与 ＦＤＩ 的 “负溢出效应” 更为显著。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 当纳入非物化型溢出路径时，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 “负溢出效

应” 变得不再显著， 同时非物化型技术溢出效应显现出来， 阻碍了国内技术进步。
总体而言， 中间品进口贸易对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 “正溢出效应”， 而对

于中等收入国家具有 “负溢出效应”， 当纳入非物化型技术溢出时， 高收入国家和

地区的 “正溢出效应” 更加显著， 而中等收入国家的 “负溢出效应” 消失， 同时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国际贸易



－ ３４　　　 －

非物化型技术溢出效应显现出来， 阻碍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进步。

表 ４　 不同经济体类型对技术进步增长指数的回归分析

解释
变量

全部样本 高收入国家 （地区） 中等收入国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ｔｆｐ
（－１）

ｌｎｓｄ

ｌｎｓｆｍ

ｌｎｈ

ｌｎｓｆｍ×
ｌｎｈ

ｌｎｓｆｄｉ

ｌｎｓｆｐ

ＡＲ （１）

ＡＲ （２）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０ ５０３ ９∗∗∗ ０ ４９５ ２∗∗∗ ０ ４８４ ６∗∗∗ ０ ５１９ ０∗∗∗ ０ ４７７ ３∗∗∗ ０ ４７６ ７∗∗∗ ０ ３２３ ０∗∗∗ ０ ２７１ ２∗∗∗ ０ ３０２ ６∗∗∗

（１０ ０３） （９ ８０） （９ ５４） （７ ７９） （６ ９８） （６ ９７） （４ １４） （３ ６２） （４ １４）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５ ５∗ ０ ００５ ６∗∗ ０ ００３ ４

（０ ９７） （１ ２７） （１ ４１） （－０ ３７）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１ ７７） （２ １１） （１ ６２）
－０ ００３ 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７ ２∗∗ ０ ００６ ９∗∗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１４ 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 ０１０ ０

（－２ ２２） （－１ ８８） （－１ ７４） （２ ０９） （２ ０９） （２ ００） （－２ ２９） （－１ ５８） （０ ３２）
－０ ０１２ ６ －０ ０１１ ３１ －０ ０１２ 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４０ ９ －０ ０４８ ４ ０ ０５７ １

（－１ ２４） （－１ ０８） （－１ ２１） （－０ ６５） （０ ２７） ０ ２０ （－１ ２７） （－１ ４６） （０ ２２）
０ ００２ ９∗ ０ ００２ ７∗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５ ２∗ －０ ００４ ９∗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０９ ６∗ －０ ００５ ７

（１ ８３） （１ ７１） （１ ８０） （－１ ９３） （－１ ８７） （－１ ７７） （１ ６１） （１ ７０） （－０ ２０）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０４ ８∗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９８） （－０ ８７） （－２ ４１） －（２ ４２） （－１ ９２） （－２ ５０）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１ ６∗

（－１ ５０） （０ ２２） （－１ ９１）
－１４ ０６ －１５ ９１ －１ ７０ －２ ８２ －６ ５３ －２ ４０ －５ ９９ －５ ０９ －５ ２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９）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２５ １ ６１ １ ２８ ０ ８９ １ ３６ ０ ６８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０ １８

（０ ２１） （０ １１） （０ ２０） （０ ３８） （０ １７） （０ ５０） （０ ９４） （０ ９５） （０ ８５）
３０９ ２４ ３０９ ０２ ３１１ ３１ １６８ ６９ １７２ ３８ １７２ ４１ １０６ ２２ １０７ ９４ １２５ ６６
（０ １０） （０ ２８） （０ ４７） （０ １２） （０ ５４） （０ ５６ （０ １８） （０ ３８） （０ ３７）

注： 系统 ＧＭＭ 估计将滞后 ２ 期的技术进步增长指数， 滞后 ３ 期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作为内

生变量， 其余变量则作为外生变量。

五、 结论与启示

笔者将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划分为物化型技术溢出

效应和非物化型技术溢出效应， 并使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３３ 个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国家和地

区的面板数据， 测算了各样本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存量、 ＦＤＩ 技术

溢出存量和专利技术溢出存量， 利用系统 ＧＭＭ 回归方法估计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与中

等收入国家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和启示：
（１） 利用欧盟 ２３ 个国家汇总前和汇总后的相关数据， 测算 ＬＰ 加权、 ＣＨ 加权和

ＮＥＷ 加权的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存量， 比较分析三种加权所产生的汇总偏差， 结果

显示， 与 Ｋｗａｒｋ 和 Ｓｈｙｎ （２００６） 所言不同， 不是 ＮＥＷ 加权最小程度地减小了汇总偏

差问题， 而是 ＬＰ 加权法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 ＆ Ｐｏｔｔｅｒｉｅ， １９９８） 优于其他两种方法。
（２） 无论是否纳入非物化型技术溢出存量，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对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均具有异质性影响。 具体地说， 即中间品进口

贸易对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 “正溢出效应”， 而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具有 “负溢

出效应”， 当纳入非物化型技术溢出时， 非物化型技术存量不仅促使高收入国家和

地区的 “正溢出效应” 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负溢出效应” 更为显著， 而且非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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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技术溢出效应的显现， 一方面对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另一方面阻碍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内技术进步。
近几年， 已有部分学者逐步发掘到中等收入国家在中间品进口过程中的 “负溢

出效应” 现象 （高凌云和王洛林， ２０１０； 张翊等， ２０１５）。 对于这种研究结论并不难

理解。 一方面， 由于中等收入国家进口的主体方式是加工贸易进口， 同时加工贸易主

要集中在附加值较低、 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产业链的延

长， 导致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 中间产品不能实现进口替代， 最终给国内生

产率带来了负面冲击； 另一方面， 高收入国家对中等收入国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

使得中等收入国家在中间品进口过程中不能有效学习到国外的尖端技术， 从而形成了

中间品进口贸易的 “负溢出效应” 现象。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间品进口的 “负溢

出效应” 现象， 中国不应消极抵制， 而是要考察哪些行业的中间品进口贸易具有

“正溢出效应”， 政府要加以正确引导和支持， 同时要与美国、 欧盟这些发达国家建

立友好贸易合作关系， 通过各种路径促使其放宽技术出口限制， 加强各国之间技术上

的开放和合作， 鼓励各国人才跨境流动和交流。
（３） 人力资本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中逐渐成为主导力量。 尽管中等收

入国家由于国内自身劳动力素质不高直接阻碍了国内技术进步， 但其可以在中间品

进口贸易过程中通过与跨国企业的交流和学习， 提高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 从而间

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
中国作为经济体中的贸易大国， 不应该过分依赖通过中间品进口贸易引入国外

技术， 而是要通过国内自主创新带动国内技术进步， 特别是要加强国内人力资本的

投入。 人力资本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已成为主导力量， 因而中国在进行国

内自主创新时要大力进行教育投资。 由于要素市场中的人才向高收入地区流动， 导

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 因此政府要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加大对教育给予财政

补贴的力度， 本着相对公平的原则使得资源配置相对合理， 在加强高等教育的同时

也要提升基础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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