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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

———基于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的实证研究

王　 涛， 袁牧歌

（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２４）

摘要： 以异质性企业理论为基础， 以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分析对象， 就流动性约

束对企业出口的影响问题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进行了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弱， 越容易克服沉没成本从而产生出口行为。 但是在出口

强度方面则有相反的表现。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这种规律在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

企业中表现更强； 但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并不显著。 国家应当

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提升企业的出口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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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净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其影响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增

加愈发显著。 促进出口积极、 稳定的发展是我国政策制定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企业若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需要具备支付高额 “沉没成本” 的能力， 这就涉

及到企业的流动性约束问题。 根据 “世界商务环境调查” 的调查和 “投资环境

评估” 的评估结果证实， 中国是世界上融资环境最差的国家之一。 在中国， 高

达 ７５％的私人企业把融资障碍视为发展的主要阻力。 在受调查国家中， 中国的

这一比例是最高的 （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ｚｉｏｕｍｉ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 《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 提出要切实改善融资服务，
为出口积极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由此可见， 构建出一个能够全面合理地衡

量流动性约束的指标， 探求流动性约束对于企业出口形成影响的机制、 途径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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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从而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文献综述

自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５） 首次将流动性约束纳入到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异质性企业理论

模型之后， 许多学者都曾经就流动性约束和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 在理论

层面上， Ｍａｎｏｖａ （２００８） 在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５） 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外部

信贷约束的模型， 指出企业主要是借助外部资金来支付出口的沉没成本， 所以金融

市场越发达， 流动性约束越弱， 企业也越有可能做出出口决策； Ｃａｇｇｅｓｅ （２００８）
指出当存在流动性约束时， 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决策之间也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

系， 企业的出口选择将无法单纯由生产率决定；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４） 从银行方面，
对企业在出口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行了衡量， 发现出口比重与企业所面临

的融资约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孙志贤 （２０１６） 指出， 企业流动性约束条件的改

善既可以提高企业出口的可能性， 也可以扩大企业出口规模。 在实证层面上， 近年

来国内外学者在微观层面衡量流动性约束的主流指标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１） 企业内部视角。 内部融资由于成本相对低廉， 往往是企业首要的融资渠道。
采用这种方式度量企业流动性约束程度的学者有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５）、 孙灵燕 （２０１１）、
Ｍｉｎｅｔｔｉ 和 Ｚｈｕ （２０１１）、 Ｍａｎｏｖａ （２０１２）、 樊娜娜 （２０１７） 等。 （２） 商业信用视角。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和 Ｒａｊａｎ （１９９７） 研究表明， 这种融资方式相对银行贷款融资具有风险小、
门槛低的特点， 同时其条款相对灵活， 深受企业青睐。 于洪霞 （２０１１） 等以企业

应收账款来衡量商业信用， 其余采用这种方式的学者还有韩剑和王静 （２０１２）、
Ｔａｎｇ 和 Ｗｕ （２０１３）、 刘海洋 （２０１３） 等。 （３） 银行贷款视角。 银行贷款融资是企

业现如今融资的最普遍的融资渠道。 Ｌｉ 和 Ｙｕ （２００９） 采用利息支出与销售收入的

比值， 他们认为这一比值越大， 意味着从银行等渠道得到的贷款越多， 可以将其作

为测度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指标。 李想 （２０１４）、 张先锋 （２０１７） 也曾使用财务费

用、 利息支出等去考察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不健全， 一些歧视性制度和政策的存在更是使许

多企业在获得流动性方面遭受到很多阻碍。 学者对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出口问题的

研究虽不胜枚举， 但是研究结果还存在着一些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融资约束是限

制企业出口的主要因素， 如： 孙灵燕和李荣林 （２０１１） 运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

调查数据探究企业融资约束是否限制其参与出口。 结果显示， 外源融资约束是限

制企业出口参与的重要因素， 而且会因所有制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阳佳余

（２０１２） 研究指出， 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都有显著负向影

响。 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还有邵帅 （２０１５）、 文东伟和冼国明 （２０１４）、 徐榕和赵

勇 （２０１５）、 黎日荣 （２０１６） 等。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越是面临较强流动性约束

的企业越是有可能选择出口来缓解资金流不足的状况， 代表学者有韩剑、 王静

（２０１２）、 周世民 （２０１３）、 金祥荣 （２０１７） 等。 由此可见， 融资约束和企业出

口的互动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纵览以上文献， 许多学者都曾从微观企业数据层面出发， 就流动性约束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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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但是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在研究层面来

说， 已有文献在构建流动性约束指标时大多只考虑了企业微观的财务比率因素， 在

宏观上缺乏更加具体的指标； 第二， 在微观流动性约束指标的构建上， 若以利息支

出等正规金融信贷状况指标衡量流动性约束情况， 在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中国可能

并不妥当， 若以应收或应付账款衡量， 又是单纯考察企业和上下游企业间的债权债

务关系， 企业内部或与金融机构间的资金流没有被涵盖在内。 基于此， 本文试图在

这些方面作出改进。 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具有以下参考价值： （１） 针对大多研

究仅从微观层面构建财务变量或指数衡量融资约束， 或是仅设置地区虚拟变量以考

察金融发展水平的不足， 本文将宏观层面的流动性约束量化， 将微观个体和宏观省

域指标相结合， 综合考察流动性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这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有所

改进； （２） 在微观层面流动性约束的度量上， 流动资产对于企业内部、 与银行、
与上下游企业间的资金流状况均有涵盖， 并且能够迅速变现来满足企业流动性需

求， 对企业确有重要意义， 但鲜有文章从流动资产占比这一视角去考察， 本文的研

究弥补了这一不足； （３）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完整阐述了流动性约束对企业出

口选择和出口强度的影响； （４） 没有按照大多数文献的处理方式删除规模以下企

业， 充分考察更加容易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小企业情况， 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

二、 理论分析

为了清晰地描述出流动性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本文借鉴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和

Ｍａｎｏｖａ （２００８） 的研究， 将流动性约束因素引入到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之后进行

理论机制探讨。
假设经济体中仅存在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 并且只有一个生产部门生产异质性

产品， 生产过程仅使用劳动一种生产要素。 劳动者作为唯一的消费者， 手中可用于

消费的资金受到工资约束。 如果单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是 １ 个单位， 本国的工资

水平为 ｗ， 劳动者数量为 Ｌ （∗表示外国的相应情况）。 那么这两个国家中消费者

的偏好就可表示为不变替代弹性 （ＣＥＳ） 效用函数形式：

Ｕ ＝ ∫
Ｘ
ｃ （φ）

σ－１
σ ｄφ( )

σ
σ－１ （１）

其中， ｃ（φ） 代表某种产品的消费量， φ 为生产该产品的生产率， １ ／ φ 则为生产

一单位产品需要的劳动力人数。 Ｘ 代表市场上可以购买的所有商品， σ ＞１ 代表不同

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国外相对应的收入总量为 ｗ∗Ｌ∗ 。 在收入恒定的基础之

上， 消费者要争取效用的最大化。 若 ｐ∗为企业定价， Ｐ∗为外国市场的价格水平，
某种商品在外国的需求函数可表示如下：

ｃ∗（φ） ＝ ｗ∗Ｌ∗ ｐ∗ （φ） －σ

（Ｐ∗） １－σ （２）

若企业想开拓外国市场， 需要支付以外国工资水平表示的成本 ｗ∗Ｓｆ 和其他可

变贸易成本 τ 。 则以外币支付的总成本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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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φ） ＝ ｃ∗（φ） ｗτ
φ

＋ ｗ∗Ｓｆ （３）

若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可以推导出企业产品的合理定价。 再将此带入式

（２） 中可以得到企业的出口数量和从出口行为中获得的总利润：

π∗（φ） ＝ ｗ∗Ｌ∗

σ
σ

σ － １
· ｗτ

φＰ∗
æ

è
ç

ö

ø
÷

１－σ

－ ｗ∗Ｓｆ （４）

若存在无摩擦的金融市场， 出口行为只要获利就是合理的， 即 π∗（φ） ≥ ０。
但是完美的金融市场环境是不存在的， 假设企业原始流动性水平为 Α ， 由于其会

受到内部现金流、 抵押品的多寡、 金融发展程度等多项因素的影响， 设这些因素的

影响大小为 μ ， 则企业在现实经济环境中的流动性水平为 μΑ 。 此时， 企业的利润

和流动性都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才可以进行出口， 如式 （５） － （６）：

π∗（φ） ＝ ｗ∗Ｌ∗

σ
σ

σ － １
· ｗτ

φＰ∗
æ

è
ç

ö

ø
÷

１－σ

－ ｗ∗Ｓｆ ≥ ０ （５）

μΑ ≥ ｗ∗Ｓｆ （６）

由式 （６） 可知， 若企业的流动性状况达不到必要的临界值水平 μＡ
－
， 就无法

达到出口的必要条件。 结合现实情况分析， 若企业面临着较大程度的流动性约束，
将无法获取必要的资金去覆盖出口所需要的雇佣成本、 品牌建立费用、 关税等一系

列的沉没成本， 也即无法顺利进行出口。
由此提出假设 １： 企业在达到必要的流动性条件后， 才有能力支付出口必须的

沉没成本， 从而做出出口选择。
下面从理论上分析流动性约束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 设企业分为仅内销、 仅

以一般贸易形式出口、 仅以加工贸易形式出口三种处理方式。 此处使用企业销售收

入贴现率来代表流动性约束， 出口企业的贴现率为 １， 内销企业的贴现率为 θ ＜ １，
设一般贸易方式下采购外国材料时关税为 η ， 企业生产所需的固定成本为 ｆ， 以一

般贸易形式出口的生产固定成本为 ｆｘ， 以加工贸易形式出口无需生产固定成本， 而

其为出口固定成本支付的比例为 λ， 则这三类企业的利润分别可表示为：

πＡ（φ） ＝ θσ ＋ １ － σ
σ － １

（Ｐ∗） σ－１ σ
σ － １

æ

è
ç

ö

ø
÷

－σ

φσ－１ － ｆ （７）

πＢ（φ） ＝ １
σ － １

（Ｐ∗） σ－１η１－σ σ
σ － １

æ

è
ç

ö

ø
÷

－σ

φσ－１ － ｆ － ｆｘ （８）

πＣ（φ） ＝ １
σ － １

（Ｐ∗） σ－１ σ
σ － １

æ

è
ç

ö

ø
÷

－σ

φσ－１ － λｆｘ （９）

一般情况下， 内销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加工贸易企业， 但比一般贸易企业低。
若企业的生产率分布函数为 Ｇ（φ） ， 国家集为 Ｊ， 则市场自由进出条件为：

（Ｊ － １） ∫πＡ∗

πＣ∗
πＣ（φ）ｄＧ（φ） ＋ ∫πＢ∗

πＡ∗
πＡ（φ）ｄＧ（φ） ＋ （Ｊ － １） ∫¥

πＢ∗
πＡ（φ）ｄＧ（φ） ＝ ｆＥ

（１０）
由 （７） － （９） 式可得，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 １９　　　 －

φ∗
Ｂ

φ∗
Ａ

＝ ［（θσ ＋ １ － σ）ησ－１ ｆｘ ／ ｆ］ １ ／ （σ－１） （１１）

φ∗
Ｃ

φ∗
Ａ

＝ ［（θσ ＋ １ － σ）λｆｘ ／ ｆ］ １ ／ （σ－１） （１２）

经整理并结合 （１０） 式， 可得

∂φ∗
Ａ ／ ∂θ ＜ ０ （１３）

∂φ∗
Ｂ

∂ θ
＝ －

（Ｊ － １）πＣ（φ∗
Ａ ）

πＡ（φ∗
Ｂ ）

·
∂φ∗

Ａ

∂θ
＞ ０ （１４）

这也意味着当流动性约束 θ 较高时， 低生产率的企业选择以加工贸易形式扩大

出口， 高生产率企业选择以一般贸易形式扩大出口， 两者均将改善企业的流动性

环境。
至此， 提出假设 ２： 企业在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时， 倾向于增加出口强度，

以期通过在国外市场上获利来弥补沉没成本， 减少资金流动性限制。

三、 实证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库涵盖

所有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 统计期间内每年被工业企业数据库收录的企

业约有 ２０ 万家， 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约占 ９５％， 具有样本容量大、 容纳指标多等

特征， 利用该数据库进行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 由于关键指标的缺失问题， 无法对

２００７ 年之后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目前相关的主流研究文献也都是截止到 ２００７
年， 没有进一步的更新。

针对该数据库存在的数据错误、 指标混乱等问题， 参考聂辉华等 （２０１２） 的

方式进行了如下处理： （１） 删除文中所选用的关键变量如总资产、 流动资产、 固

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本年应付工资总额、 应交增值税等各项关键财务指标为负

数或者缺失的样本； （２） 删除职工人数小于 ８ 人的观测值； （３） 明显不符合会计

原则的观测值， 如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计的观测值； （４） 删除单个指标或者重要财务比率存在极

端值的企业， 比如资产负债率大于 １ 或者小于 ０ ０１， 销售利润率不合理的样本等，
并对所有变量进行前后 １％的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缩尾处理； （５） 对文章中使用的各项关键

财务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除此之外， 考虑到制造业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占有 ９０％以上的比重， 为数据

库的主要成分， 且与其他国家的产业分类在统计口径上一致， 本文参照张杰等

（２０１３） 方法， 仅保留样本中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 这部分企业的二分位行业

代码对应 １３－４３ （不含 ３８）。 处理后的数据共包含 ３０ 个细分行业的约 ４６ ６ 万个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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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构建

从前文综述中可知， 由于流动性约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

会选择出口， 因此企业的出口很可能是一种内生性行为。 如果使用传统的最小二乘

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ＬＳ） 模型进行估计会使样本产生自选择偏误， 从而使

整个回归分析失去意义。 因此， 本文借鉴李想 （ ２０１４） 等人的方法， 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根据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的思路， 本文分别构建了企业的出口选择方程和出口强度

方程。 （１） 首先建立关于企业出口选择概率的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 （方程 １５）， 进而获得流

动性约束条件下每一个企业的出口概率， 利用此结果计算逆米尔斯比率 λ （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２） 建立修正后的出口强度模型， 即将 λ 作为新的控制变量加入到流

动性约束对于出口强度影响的方程之中 （方程 １６）， 这样就可以对后者进行更为准

确的估计。 具体方程表示为：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ｉｔ ＝ αｚｉ（ ｔ －１） ＋ εｉｔ （１５）

Ｅ（Ｅｘｐｒａｔｉｏｉｔ ｜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ｉｔ ＝ １） ＝ βｘｉ（ ｔ －１） ＋ γλ ｉ ＋ ｕｉｔ （１６）
公式中的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ｉｔ 为二元哑变量， 若企业 ｉ 在第 ｔ 期的出口交货值为正取

１， 反之则取 ０。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ｉｔ 代表着企业 ｉ 在第 ｔ 期的出口强度， 计算方法为出口交货

值 ／总资产。 向量 ｚｉ（ ｔ －１） 和 ｘｉ（ ｔ －１） 分别表示第 ｔ 期对企业 ｉ 的出口选择和出口强度有

影响的变量集， λ ｉ 表示逆米尔斯比率， εｉｔ和 μ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要得到回归方程中的 λ ｉ （逆米尔斯比率）， 首先借助概率方程即式 （１）， 利用

所有样本进行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以得到未知参数向量的估计值， 再将其带入逆米尔斯比率

公式， 计算每个样本的 λ ｉ ， 进而将其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加入到出口方程即式 （２）
中， 并且应用选择样本进行估计。 本文中的逆米尔斯比率公式为：

λ ＝
φ（ ｚｉα

＾ ）
Φ（ ｚｉα

＾ ）
（１７）

其中， φ（·）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分布函数， Φ（·）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概

率分布函数。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与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 ＯＬＳ 的主要差别在于通过在回

归方程中加入 λ ｉ 来解决样本的自选择问题。 如果 λ ｉ 显著不为 ０， 则说明模型之中

存在着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 需要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才能获得一致的估计。
需要注意的是， 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之中， 应该至少包括一个影响概率方

程 （１） 而不显著影响强度方程 （２） 的自变量， 否则估计的逆米尔斯比率 λ ｉ 可能

会与 ｘｉ（ ｔ －１） 中的元素高度相关从而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 借鉴刘海洋 （２０１３） 方

法， 将出口虚拟变量的滞后项引入出口选择方程。 为避免内生性问题， 借鉴张左敏

（２０１７） 方法， 文中将所有解释变量均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

（三） 变量选取

１ 核心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流动性约束对企业的出口选择和出口强度各会产生何种

影响。 将企业出口选择的方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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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ｉ，ｔ ＝
１， 　 　 ｉｆ　 Ｅｘｐｖａｌｕｅｉ，ｔ＞０；
０， 　 　 ｉｆ　 Ｅｘｐｖａｌｕｅｉ，ｔ ＝ ０；{ （１８）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ｉ， ｔ 为企业 ｉ 在第 ｔ 期的出口虚拟变量， Ｅｘｐｖａｌｕｅｉ， ｔ 表示企业 ｉ 在第 ｔ
期的出口交货值， 若企业在本期出口交货值大于 ０，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ｉ， ｔ 取值为 １， 否则

取值为 ０。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ｉ，ｔ ＝
Ｅｘｐｖａｌｕｅｉ，ｔ 　 ｉｆ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１
　 —　 　 　 ｉｆ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０{ （１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ｉ，ｔ 为企业的出口强度变量， Ｅｘｐｖａｌｕｅｉ，ｔ 和 ｔｏｔａｓｓｉ，ｔ 分别分企业 ｉ 在第 ｔ 期
的出口交货值和总资产。 如果企业 ｉ 在某一期选择出口， 则其当期的出口强度即为

出口交货值 ／总资产， 若不选择出口则不存在。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从企业微观财务数据和省域宏观指标两个层面出发去衡量企业面临的流动

性约束。 在微观方面， 借鉴 Ｂｅｌｌｏｎｅ （２０１０） 等人选取指标的方法， 采用流动资产

比重作为流动性约束的核心解释变量， 计算方法为流动资产 ／总资产。 这一比值越

大说明企业受到的流动性约束越小。 选取这一变量的理由是： 本文更多的着眼于企

业整体， 从流动资产的变现能力出发去衡量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 流动资产不仅

包括了现金、 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存货等常用财务指标， 还包括了现有文章流动

性约束指标中大多不具备的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预付费用、 交易性金融资产等

等， 这些指标既包括了企业内部的资金情况， 也包括了与银行、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

资金往来情况， 对于弥补企业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并均可在一年之内

迅速变现， 其循环与生产经营周期有一致性， 是一个能够衡量企业内外部流动性状

况的综合指标， 与本文的研究目的契合。
在宏观方面， 中国作为处于经济转轨中的国家， 若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

个体受到的流动性约束也将会得到缓解， 此处采用樊纲 （２０１０） 等人编著的 《中
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２００９ 年报告》 中的二级指标———各省金

融市场化程度作为变量。
３ 控制变量

结合已有的研究， 为了更好的测度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受到的影响， 保证回归结

果的合理性， 本文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主要有：
（１） 资本密集度； （２） 企业规模； （３） 企业成立年限； （４） 税率水平； （５）

员工人力资本； （６）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 为避免投资的非连续和样本截断问题，
选用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的 ＬＰ 方法来测算； （７） 外资投入； （８） 净资产

收益率； （９） 市场力量。
除此之外， 本文设立了年份、 行业和省份虚拟变量， 用来控制这些因素的波动

对出口行为潜在产生的影响， 增加回归结果的说服力和稳健性。 全部变量及其构建

方法和数据特征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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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构建方法和数据特征

变量
类别

变量名称 定义 构建方法 观察值个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口
变量

流动
性约
束变
量

控制
变量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出口选择
企业有出口行为
取 １， 否则取 ０ ４６３ ８６６ ０ ２１６ ０ ４１２ ０　 　 　 　 １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出口强度
出 口 交 货 值 ／ 总
资产

１００ ２２０ ０ ７０９ ０ ８０３ ０ ０００ ０４７ ６ ２ ９７２

ｌｉｑｒａｔｉｏ 流动性约束－
微观层面

流动资产 ／ 总资产 ４６３ ８６６ ０ ５９１ ０ ２２４ ０ ０７８ ０ ９７８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流动性约束－
宏观层面

樊纲 “金融市场
化指数” 中抽取

４６３ ８６６ ８ ９７４ １ ６９５ ２ ５２ １２ ０１

ａｇｅ 企业年龄
统计年份和成立
年份之差取对数

４６３ ８６６ １ ９４７ ０ ７４４ ０ ６９３ ３ ９１２

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 使用 ＬＰ 方法测算 ４６３ ８６６ ８ ７１４ １ ０２９ ６ ８８ １１ ７６８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本密集度
固定资产年平均
余额与全部职工
人数之比取对数

４６３ ８６６ ３ ６４１ １ ２１２ ０ ２５２ ６ ５３０

ｗａｇｅ 员工人力资本
本年应付工资总
额与全部从业人
员之比取对数

４６３ ８６６ ２ ４３１ ０ ６６５ ０ ４６２ ４ ５８８

ｔａｘ 税率水平
（ 所 得 税 ＋ 增 值
税） 取对数

４６３ ８６６ ６ ６９３ １ ４９６ ２ ４８５ １０ ７０８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全部职工人数取
对数

４６３ ８６６ ４ ７４１ １ ０４６ ２ ４８５ ７ ７７９

ｆｏｒｅｉｇｎ 外资投入
外 商 资 本 ／ 实 收
资本

４６３ ８６６ ０ ０６５ ０ ２２３ ０ ０ ９３３

ａｓｓｒｅｔｕｒｎ 净资产收益率
营业利润 ／ 所有者
权益

４６３ ８６６ ０ ２７１ ０ ６０８ －０ ７４６ ４ １３２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 市场力量
主营业务收入 ／ 市
场总收入

４６３ ８６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０ ０２６ ５ ０ ３７４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前文整理得到。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全样本综合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对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了全样本综合

分析。 如表 ２ 所示， 模型 （１） ～模型 （３） 为普通 ＯＬＳ 分析结果， 其中模型 （２） 增

加了控制变量， 模型 （３） 考虑了年度、 行业、 省份效应。 模型 （４） ～ （７） 为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方程回归结果， 其中 （６） ～ （７） 控制了年度、 行业和省份效应。
可以看到， 在未考虑自选择偏误的 ＯＬＳ 回归中， 无论是否增加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各变量的系数、 符号和显著性与 （６） ～ （７） 式均存在一些差别； 此外， 在方程

（４） ～ （７） 中， ｌａｍｂｄａ 均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进一步印证了本文所

采用的样本存在自选择偏误， 适合选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模型进行分析。 同时， 在未

考虑固定效应的回归 （４） ～ （５） 中， 主要解释变量 Ｌ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在出口方程中不

显著， 其他变量的系数上也存在差异， 证明控制各项固定效应对于回归的稳健性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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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 （６） ～ （７） 是较为理想的回归模型， 下文也据此展开分析。

表 ２　 全样本综合分析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固定效应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

Ｈｅｃｋｍａｎ－
出口

Ｈｅｃｋｍａｎ
固定效应
－选择

Ｈｅｃｋｍａｎ
固定效应
－出口

变量名称

Ｌ ｌｉｑｒａｔｉｏ

Ｌ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 ｓｉｚｅ

Ｌ ａｇｅ

Ｌ ｔａｘ

Ｌ ｗａｇｅ

Ｌ ｔｆｐ

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 ａｓｓｒｅｔｕｒｎ

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ｍｍｙ

ｙｅ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ｌａｍｂｄ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０ ２５８∗∗∗ －０ ８４６∗∗∗ －０ ８０１∗∗∗ ０ ３１６∗∗∗ －０ ８６８∗∗∗ ０ １１２∗∗∗ －０ ８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３２５∗∗∗ －０ ２９４∗∗∗ ０ ０４９∗∗∗ －０ ３２８∗∗∗ ０ ０５５∗∗∗ －０ ２９７∗∗∗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 　 －０ ２０５∗∗∗ －０ ２３０∗∗∗ ０ ２９１∗∗∗ －０ ２２３∗∗∗ ０ ２７３∗∗∗ －０ ２４６∗∗∗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９∗∗∗ －０ ０８７∗∗∗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６∗∗∗ ０ ２５４∗∗∗ －０ ０５０∗∗∗ ０ １４９∗∗∗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 　 ０ ２９８∗∗∗ ０ ２８８∗∗∗ ０ ０１２∗ ０ ２９８∗∗∗ ０ ０６６∗∗∗ ０ ２８６∗∗∗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９９∗∗∗ ０ ０７６∗∗∗ ０ ４９７∗∗∗ ０ ０７４∗∗∗ ０ ４８０∗∗∗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０）
— 　 ０ １７８∗∗∗ ０ １８７∗∗∗ －０ ０８８∗∗∗ ０ １８５∗∗∗ ０ ０３４∗∗∗ ０ １８９∗∗∗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８３∗ ０ １７５∗∗∗ ０ ４８８∗∗∗ ０ ０６６ ０ ３０８∗∗∗ ０ １６９∗∗∗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８３） （０ ０４６）
— 　 ０ ２５６∗∗∗ ０ ２６６∗∗∗ ２ ５８０∗∗∗ — 　 ２ ６３７∗∗∗ —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９） — 　
— 　 — 　 ＹＥＳ 　 — 　 — 　 ＹＥＳ 　 ＹＥＳ 　
— 　 — 　 ＹＥＳ 　 — 　 — 　 ＹＥＳ 　 ＹＥＳ 　
— 　 — 　 ＹＥＳ 　 — 　 —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００５ ０ ２４０ ０ ３１０ — 　 — 　 — 　 — 　
— 　 — 　 — 　 －０ １４４∗∗∗ －０ １４８∗∗∗

— 　 —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４０４∗∗∗ １ １４９∗∗∗ １ ０９１∗∗∗ －３ ８２２∗∗∗ １ ５７７∗∗∗ －３ ７８∗∗∗ １ ５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２）
５６ ０６８ ５６ ０６８ ５６ ０６８ ２７８ １７４ ５６ ０６８ ２７８ １７４ ５６ ０６８

注： 括号当中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由于本文采用滞后一

期， 回归样本数和总样本数存在差异 （Ｌ 表示自变量取滞后一期）。 下表同。

与大多数已有研究得到的结果不同， 全样本综合分析中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 回归结果

表示， 流动性约束及其他控制变量对于企业的出口选择、 出口强度影响的方向是不

同的， 不能够一概而论。 下面就各变量的表现分别进行分析：
在出口选择方面， ｌｉｑｒａｔｉｏ 的回归为正并且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流动性

约束的缓解对于提高企业的出口几率具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 流动资产比重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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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具有较强的资金变现能力， 在支付必要的日常生产和经营成本之外， 依然有充

足的流动性去支付因开拓国外市场而产生的高昂的沉没成本和相关费用。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宏观流动性条件的改善对企业同样具有重要影

响， 可以促使企业产生出口行为。 资本密集度是企业机械化、 自动化水平和资金实

力的具体表现。 ｃａｐｉｔａｌ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资金实力比较雄厚、 设备技术水平较

高的企业更容易做出出口选择。 ｓｉｚｅ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意味着大规模企业有更加

雄厚的资金实力去克服沉没成本， 也有更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做出出口选择。
ａｇｅ 在回归中不显著， 说明企业成立年限和其是否选择出口并无太大关联。 税率水

平系数为负， 说明税收负担会阻碍企业做出出口的选择。 ｗａｇｅ 的系数符号为正，
薪资水平在同行业之中处于前列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企业自身内部管理系统完

善， 经济效益良好， 更有实力做出出口的选择。 ｔｆｐ 的系数为正， 符合异质性企业理

论的假设， 说明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 ｆｏｒｅｉｇｎ 系数为正， 说明外

资占比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出口。 ａｓｓｒｅｔｕｒｎ 系数为正说明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才

能够克服沉没成本， 做出出口决策。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 系数为正， 表明企业在整个市场中

越有话语权， 参与出口的可能性越大。 Ｌ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上一期

的出口选择会促使本期产生同样的选择， 也说明企业的出口状态是相对稳定的。
在出口强度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各变量的系数与出口选择中的系数有明显差

异， 具体而言， ｌｉｑｒａｔｉｏ 和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的系数为负， 这表明在所有出口企业中， 越

是流动性约束严重的企业越会提升自己的出口数量， 这和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２００５）、
Ｂｒｉｄｇｅｓ （２００８） 等人的研究结论相符。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 在国内面临

较差流动性环境的企业， 一旦进入出口市场， 在国外市场上的获利就可以弥补沉没

成本， 减少企业资金流动性的限制， 这是企业增强出口强度的诱因； 第二， 在较紧

的流动性约束环境下， 融资成本较高， 企业为了覆盖沉没成本和进行投资以高融资

成本为代价进行借贷， 从而使得出口额提高 （孙楚仁， ２０１４）。 第三， 我国企业间

存在着普遍的贷款拖欠现象 （张杰和冯俊新， ２０１１）， 由此引发的流动性约束恶化

情况会促使企业追逐国外市场上较为完善的信用体系， 从而获得较为稳定的现金

流， Ｃｈａｎｅｙ （２００５） 也曾指出， 若企业面临较差流动性环境， 可以通过国际贸易

信用来对出口成本进行部分融资支持。 第四， 企业在面临国内流动性约束环境的恶

化时， 为增强来自需求方冲击的抵抗力， 使销售市场更加多元化， 倾向于提升自己

的出口强度以期获得必要流动性。 就各控制变量表现来看， ｔｆｐ 的符号为正， 说明

生产率越高的出口企业越能生产出更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 企业的 ａｇｅ、 ｓｉｚｅ
两个变量系数都为负， 说明在已经有出口行为的企业之中， 越是初创的或是规模较

小的企业越会选择在国外市场上更多的出口， 而规模很大、 已经成立多年的企业可

能相对来说不太需要以这种方式去缓解流动性约束。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ａｇｅ 这两个变量的系

数也为负， 这表明在全部出口企业之中， 机械化水平和职工薪酬比较低的企业更倾

向于向国外市场出口较多产品。 ｔａｘ 显著为负， 表明税负的增加会使企业减少出口

的数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ｒｅｔｕｒｎ、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 均为正， 说明外资的投入、 企业的获利能

力、 企业在市场中的话语权都对于企业出口强度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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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定性， 本文使用代理变量对原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

验。 具体方法为： 在微观上使用抵押品数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替换流动资产比重， 表示

方法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取对数； 在宏观上使用樊纲编著指数中的信贷资金

分配市场化程度指标 （ｉｎｄｅｘｃｒｅｄｉｔ） 替换金融市场化指标。 采用这两个变量的理由

是： 结合现实情况看， 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中国， 抵押品的多少往往是决定企业是

否能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的因素； 而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 信贷资

金分配市场化程度是企业所面临宏观流动性约束环境的重要体现。 回归结果如下：

表 ３　 使用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

（１） （２）
选择方程 出口方程

（３） （４）
选择方程 出口方程

变量名称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变量名称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０ ０７３∗∗ 　 －０ １３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８）
Ｌ ｌｉｑｕｉｒａｔｉｏ 　 ０ １１２∗∗∗ 　 －０ ８０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８）

Ｌ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Ｌ ｉｎｄｅｘｃｒｅｄｉ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ｌａｍｂｄａ
－０ １４７∗∗∗

ｌａｍｂｄａ －０ １４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７１９∗∗∗ 　 １ １３１∗∗∗ 　 －３ ７９３∗∗∗ 　 １ ５０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７８ １７４ ２７８ １７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７８ １７４ ２７８ １７４

如表 ３ 所示， 使用两种代理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中使用流动资产比重的

结果相似， 即有着宽松流动性环境的企业倾向于做出出口选择； 而受到的流动性约

束越大， 越倾向于在国外市场上销售更多产品。 控制变量的系数由于篇幅原因不具

体列出， 其符号和显著性与全样本综合分析中基本遵从着一样的规律， 说明本文的

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三） 区分地域讨论

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 一直存在着贫富差距较大、 地区发展不

平衡问题。 不同的地域会因区位、 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的差异使企业面临不同的经

济环境。 本节将 ３１ 个省市区划分为东部、 中部、 西部三大地带分别考察， 探究流

动性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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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河南， １７－湖北， １８－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 ０５－内蒙， ２０－广西， ２２－重庆， ２３－四川， ２４－贵州， ２５－云
南， ２６－西藏， ２７－陕西， ２８－甘肃， ２９－青海， ３０－宁夏， ３１－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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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区分地域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东部－选择 东部－出口 中部－选择 中部－出口 西部－选择 西部－出口

变量名称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Ｌ ｌｉｑｕｉｒａｔｉｏ

Ｌ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 ｓｉｚｅ

Ｌ ａｇｅ

Ｌ ｔａｘ

Ｌ ｗａｇｅ

Ｌ ｔｆｐ

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 ａｓｓｒｅｔｕｒｎ

Ｌ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

Ｌ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ｙｅ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ａｍｂｄ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０ ０７７∗∗∗　 －０ ９０９∗∗∗　 ０ ２０６∗∗∗　 －０ ４３７∗∗∗　 ０ ２５７∗∗ 　 －０ ３２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０） （０ １１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７∗∗∗ －０ ３１４∗∗∗ ０ ０２８∗∗ －０ ２２３∗∗∗ ０ ０９１∗∗∗ －０ １６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２８２∗∗∗ －０ ２６４∗∗∗ ０ ２３４∗∗∗ －０ １８８∗∗∗ ０ ２５９∗∗∗ －０ １９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９９∗∗∗ －０ ０６１∗∗∗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９）
０ １５９∗∗∗ －０ ０８１∗∗∗ ０ １０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３∗∗∗ ０ ３１５∗∗∗ ０ ０３５∗∗ ０ １５５∗∗∗ ０ ００７ ０ ２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５）
０ ４６５∗∗∗ ０ ０５６∗∗∗ ０ ５１５∗∗∗ ０ ０７４∗ ０ ４９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１） （０ １０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３∗∗∗ ０ ２２３∗∗∗ ０ ０３９∗∗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７）
０ １５１∗ ０ １７２∗∗∗ ０ ９０４∗∗∗ ０ １７６ ０ ５６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９６） （０ ０５２） （０ ２０１） （０ １１７） （０ ３０６） （０ １２７）
２ ６７６∗∗∗ — ２ ３８９∗∗∗ — ２ ７８０∗∗∗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３８） —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１５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３ ９７２∗∗∗ １ ６３８∗∗∗ －３ ４５６∗∗∗ １ ３８８∗∗∗ －４ ２９７∗∗∗ １ ０５８∗∗∗

（０ ０６９） （０ ０４７） （０ １３５） （０ ０９７） （０ ２６６） （０ １４４）
２０９ ７９７ ４６ ７９７ ４２ ７３４ ６ ６４０ ２５ ６４０ ２ ６３１

如表 ４ 所示， 在微观流动性约束变量上， 各地区回归结果的符号和显著性与之

前没有差异， 但在宏观变量即金融市场化程度指数上， 东部地区结果与前文相同，
中部和西部地区无论是在选择还是出口方程中都不再显著。 这说明， 东部地区金融

市场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企业做出出口选择， 并且减缓企业的出口压力， 但是中

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未对促进企业出口产生显著影响， 这也与我国中西部金融发展

相对落后、 内陆地区出口量较少的现实情况相吻合。 其他大部分控制变量符号和显

著性与原回归结果相同， 有所差异的地方在于， 中部地区出口方程中的 ｔａｘ 和 ｍａｒ⁃
ｋｅｔｐｏｗｅｒ 不显著， 说明中部地区的税负和企业市场占有率未对于其企业出口强度造

成显著影响； 就西部地区来说， ｔｆｐ、 ａｓｓｒｅｔｕｒｎ 在选择方程中不显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ｒｅ⁃
ｔｕｒｎ 和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 在出口方程中不显著， 这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净资产收

益率的提升和市场力量的提升对西部企业的出口情况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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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区分要素密集度讨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加工贸易的高速发展。 劳动密

集型产业在我国占有很大的比重， 但是随着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不同性质的企业可能因为要素密

集度的不同， 引起组织结构、 经营方式、 融资途径的不同， 在金融市场中也处于不

同的环境。 在我国， 探讨流动性约束对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及影响的强度是否相同， 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将本文中的 ３０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进一步划分为劳动、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

业， 探究流动性约束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企业产生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下：

表 ５　 区分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选择 出口 选择 出口 选择 出口

变量名称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Ｌ ｌｉｑｕｉｒａｔｉｏ

Ｌ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 ｓｉｚｅ

Ｌ ａｇｅ

Ｌ ｔａｘ

Ｌ ｗａｇｅ

Ｌ ｔｆｐ

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 ａｓｓｒｅｔｕｒｎ

Ｌ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

Ｌ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ｙｅ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ａｍｂｄ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０ １５１∗∗∗　 －０ ８３０∗∗∗　 ０ １３８∗∗∗　 －０ ７７７∗∗∗ 　 ０ ００１ 　 －０ ７３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２∗∗∗ －０ ３５１∗∗∗ ０ ０６５∗∗∗ －０ ２５２∗∗∗ ０ ０６８∗∗∗ －０ ２３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２４５∗∗∗ －０ ３０２∗∗∗ ０ ２８２∗∗∗ －０ ２２３∗∗∗ ０ ３１４∗∗∗ －０ １８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８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１４５∗∗∗ －０ ０３７∗∗∗ ０ １４２∗∗∗ －０ １０４∗∗∗ ０ １５８∗∗∗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７∗∗∗ ０ ２７２∗∗∗ ０ ０７９∗∗∗ ０ ２８２∗∗∗ ０ ０７１∗∗∗ ０ ２９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０ ４２９∗∗∗ ０ ００７ ０ ５４１∗∗∗ ０ ０２８∗ ０ ４８１∗∗∗ ０ １１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４∗∗∗ ０ １５５∗∗∗ －０ ０３８∗∗ ０ ２２６∗∗∗ －０ ０３９∗ ０ １８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５）
０ ７０８∗∗∗ ０ １８４∗∗ －０ ０２８ ０ １６７∗∗ －０ ０３４ ０ １８３∗∗

（０ １２４） （０ ０８１） （０ １４２） （０ ０６８） （０ １８５） （０ ０８７）
２ ６３５∗∗∗ — ２ ６３８∗∗∗ — ２ ６２７∗∗∗ —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１８） —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１６４∗∗∗ －０ １３７∗∗∗ －０ １２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３ ６０８∗∗∗ １ ８５０∗∗∗ －３ ７６３∗∗∗ １ ４２２∗∗∗ －４ ２３２∗∗∗ ０ ８３６∗∗∗

（０ ０９１） （０ ０７２） （０ １０６） （０ ０６３） （０ １１６） （０ ０７４）
１２４ ９５５ ２３ ６３３ ８３ ５５５ １７ １０４ ６６ ９６５ １４ 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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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５， 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微观流动性约束变量不再显著， 说明对于技术密集型企

业来说， 自身的财务状况不是决定是否出口的最关键因素， 这可能与国家的政策扶植有

关。 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方程的宏观流动性约束变量不显著， 说明对于这部分企业来

说， 出口数量不会被省域的金融市场环境显著影响， 而是更多地与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

和其他因素有关。 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方程中的 ｆｏｒｅｉｇｎ 不显著， 表明外资参与对于此

类企业出口强度的提升作用不强， 出口强度主要靠其他因素带动。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 在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选择方程中不显著， 说明此类企业的市场份额对于其出口决策无显

著影响。 综合比较三类企业可以发现， 资本密集型行业对于流动性约束状况的变化最为

敏感， 出口选择和出口数量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和流动性约束状况紧密相关。

（五） 区分企业所有制讨论

表 ６　 区分企业所有制的回归结果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４）
选择 出口 选择 出口

变量名称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Ｌ ｌｉｑｕｉｒａｔｉｏ

Ｌ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 ｓｉｚｅ

Ｌ ａｇｅ

Ｌ ｔａｘ

Ｌ ｗａｇｅ

Ｌ ｔｆｐ

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 ａｓｓｒｅｔｕｒｎ

Ｌ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ｗｅｒ

Ｌ ｅｘｐｏｒｔｄｕｍｍｙ

ｙｅ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ａｍｂｄ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０ ０３４ 　 －０ １７６∗∗∗ 　 ０ １１２∗∗∗ 　 －０ ８０９∗∗∗

（０ １８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５∗∗∗ －０ ２９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２２４∗∗∗ －０ １４０∗∗∗ ０ ２７３∗∗∗ －０ ２４６∗∗∗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８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１５８∗∗ －０ ０９７∗∗∗ ０ １４９∗∗∗ －０ ０７６∗∗∗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１７２∗∗∗ ０ １６７∗∗∗ ０ ０６６∗∗∗ ０ ２８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７３７∗∗∗ ０ ０５７ ０ ４８０∗∗∗ ０ ０５２∗∗∗

（０ ２３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３４∗∗∗ ０ １８９∗∗∗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６６６∗ －０ ０１５ ０ ３０８∗∗∗ ０ １６９∗∗∗

（０ ３９４）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３） （０ ０４６）
２ ８７９∗∗∗ — ２ ６３７∗∗∗ —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０９） —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０７９∗∗∗ －０ １４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５）
　 －５ １６３∗∗∗ 　 ０ ６８９∗∗∗ 　 －３ ７７７∗∗∗ 　 １ ５１８∗∗∗

（０ ４０４） （０ １２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２）
７ ４４３ １ ５６７ ２７８ １７４ ５６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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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ｅｎ （２００５） 指出，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并且存在政策性贷款， 使得不

同所有制企业在获取信贷配给和融资方面差异明显。 因此， 有必要考察流动性约束

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异。 参考聂辉华 （２０１２） 的划分

方法， 将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超过 ５０％的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 然后对国有、 非

国有企业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在表 ６ 中， 非国有企业的 ｌｉｑｕｉｒａｔｉｏ、 ｉｎｄｅｘｍａｒｋｅｔ 变量在两个方程之中都显著，

而国有企业仅有流动资产比重变量在出口方程中显著。 这说明， 中国的国有和非国

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确实存在差异。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政策性贷

款的存在， 国有企业具有政策优势，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信贷支持， 在面临较差

的宏观流动性环境时也无需被迫提升出口强度来获得现金流量。 而非国有企业可能

会面临着更加严格的贷款条件和资格审核等， 在流动性方面遭受着更为强大的阻

碍。 在其他控制变量上， 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度、 资产收益率、 市场力量等因素对

出口的影响都不及其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 说明政策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取代

了这些因素对出口的推动作用， 也说明非国有企业仍处于弱势地位。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流动性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影响问题做出了探讨和分

析。 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受到的流动性约束对于其出口选择行为和出口的强度都会产

生显著的影响。 但是和已有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发现流动性约束对于企业产生影响的

方向在出口选择和出口强度方面是不相同的， 不能够一概而论。 在出口选择方面， 面

临宽松流动性环境的企业更容易做出出口选择行为。 但是在出口强度方面， 受流动性

约束比较严重的企业更倾向于提升自己的出口强度， 在国外市场上倾销更多的产品。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 具有更好流动性状况的企业更有能力支付出口所必须的

沉没成本， 从而做出出口选择； 而已经出口的企业在较紧的流动性约束环境下，
融资成本较高， 企业为了覆盖沉没成本和进行投资以高融资成本为代价进行借

贷， 从而使得出口额提高。 同时， 国内的贷款拖欠现象、 外国贸易信用体系的吸

引等都是促使企业在流动性约束情况下提升出口强度的诱因。 这种影响与企业的

地域、 性质、 所有制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东部地区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

国有企业表现的更加明显。
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部分的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 在中国， 流动

性约束对于出口的影响是广泛存在并且显著的， 国家应当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着手

改善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 一方面通过增加补贴、 减少税负等手段促进企业出口， 一

方面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提高金融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以宏观带动微观， 促使

企业良性发展。 （２） 中国基于所有制的信贷歧视依然是广泛存在的， 国家应当加快

征信制度建设， 切实解决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也应当进一步促进

金融机构办事效率的提高， 简化审批程序，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和条例， 采取措施逐渐

消除金融市场中的歧视行为， 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出口参与度， 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

经济市场中的地位。 （３） 国家应当重视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 东部地区

虽然在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由于经济总量大， 资金需求高，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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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许多企业面临着资金缺口； 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应加大政策扶植力度， 推动实现省

域经济发展的平衡。 在行业方面， 要为资金需求量较高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台更多的

支持性政策， 减弱沉没成本对其财务状况形成的压力。 （４） 国家应当重视税收对于

企业流动性约束造成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推进税收体制改革， 减轻不必要的税负， 促

进征税体制合理化， 促使我国市场经济更加良好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１］樊纲，王小鲁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２００９ 年报告［Ｍ］．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樊娜娜，李荣林． 融资约束、企业动态与行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Ｊ］ ． 当代经济科学，

２０１７，３９（２）：８６－９４＋１２７．
［３］韩剑，王静． 中国本土企业为何舍近求远：基于金融信贷约束的解释［Ｊ］ ． 世界经济，２０１２，３５（１）：９８－１１３．
［４］金祥荣，胡赛． 融资约束、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企业不同贸易方式的分析［ Ｊ］ ．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７，

（２）：１５３－１６５．
［５］黎日荣． 融资约束、生产率与企业出口竞争力［Ｊ］ ． 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１６，３２（５）：４－１９．
［６］李想，张座铭． 流动性约束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Ｊ］ ． 当代财经，２０１４，

（１２）：９７－１０８．
［７］刘海洋，孔祥贞，宋巧．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基于 Ｈｅｃｋｍａｎ 样本选择模型的经验检验［ Ｊ］ ．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３，（１）：２９－３４＋８７－８８
［８］聂辉华，江艇，杨汝岱．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Ｊ］ ． 世界经济，２０１２，３５（５）：１４２－１５８．
［９］邵帅，辛晴． 出口对我国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异质性分析［Ｊ］ ． 南方经济，２０１５，（１２）：１０－２５．
［１０］孙楚仁，赵瑞丽，陈瑾，张卡  政治关系、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 ２００４ 年世界银行“商业环境和

企业绩效调查”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Ｊ］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１４０－１４９．
［１１］孙灵燕，李荣林． 融资约束限制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 ［Ｊ］ ． 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１，１１（１）：２３１－２５２．
［１２］孙志贤，刘春生，杨翠． 融资约束对异质性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Ｊ］ ．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６）：

１１３－１２２．
［１３］文东伟，冼国明． 企业异质性、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Ｊ］ ． 金融研究，２０１４，（４）：９８－１１３．
［１４］徐榕，赵勇．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 ［Ｊ］ ． 经济评论，２０１５，（３）：１０８－１２０．
［１５］阳佳余．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Ｊ］ ． 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２，１１（４）：

１５０３－１５２４．
［１６］于洪霞，龚六堂，陈玉宇． 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Ｊ］ ． 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４６（４）：５５－６７．
［１７］张杰，冯俊新  中国企业间货款拖欠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Ｊ］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１１（７）：８７－９８．
［１８］张杰，郑文平，束兰根．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 ［Ｊ］． 世界经济文汇，２０１３（４）：５９－８０．
［１９］张先锋，杨栋旭，张杰． 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Ｊ］ ． 国际

贸易问题，２０１７（８）：１３１－１４１．
［２０］张左敏，孔庆峰．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基于银行信用风险的视角［ Ｊ］ ．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９７－１０５．
［２１］周世民，王书飞，陈勇兵． 出口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吗？ ———基于匹配的倍差法之经验分析［ Ｊ］ ． 南开

经济研究，２０１３（３）：９５－１０９．
［２２］ＡＬＬＥＮ Ｆ，ＱＩＡＮ Ｊ，ＱＩＡＮ Ｍ． Ｌａｗ，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７７（１）：５７－１１６．
［２３］ＢＥＬＬＯＮＥ Ｆ， ＭＵＳＳＯ Ｐ， ＮＥＳＴＡ Ｌ， ｅｔ 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 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０，３３（３）：３４７－３７３．
［２４］ＢＲＩＤＧ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Ｕ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Ｊ］ ．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８，５５（４）：４４４－４６４．
［２５］ＣＡＧＧＥＳＥ Ａ，ＣＵＮＡＴ Ｖ．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ｔｅ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Ｊ］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１１８（５３３）：２０１３－２０４６．
［２６］ＣＨＡＮＥＹ Ｔ．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 ３１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９８（４）：１７０７－１７２１．
［２７］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 Ｓ，ＴＺＩＯＵＭＩＳ Ｋ．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Ｊ］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６：１－２５．
［２８］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Ｌｉ Ｚ，Ｙｕ Ｍ．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９６（４）：７２９－７４４．
［２９］ＧＲＥＥＮＷＡＹ Ｄ，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 Ａ，Ｋｎｅｌｌｅｒ Ｒ． Ｄ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

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５－２８．
［３０］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Ｊ，ＰＥＴＲＩＮ 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Ｊ］ ． Ｔｈ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３，７０（２）：３１７－３４１．
［３１］ＬＩ ＺＨＩＹＵＡＮ，ＹＵ ＭＩＡＯＪＩ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９．
［３２］ＭＡＮＯＶＡ 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ｅｑｕ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７６（１）：３３－４７．
［３３］ＭＡＮＯＶＡ 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ｆ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２，８０（２）：７１１－７４４．
［３４］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Ｅｃｏ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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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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