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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冲击对我国出口企业创新
活动的影响研究

———以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为例

高　 越１， 李荣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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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企业数据以及其他数据，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研究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创新的

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金融危机抑制了出口企业创新活动； 相对于国有企业或融

资能力强的企业， 金融危机对非国有企业或融资能力弱的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作

用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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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外来冲击会对一个经济体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源于他国 （地区） 的外部冲击

（以下简称外来冲击） 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大于仅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的企业。 许多

文献考察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国际市场因素， 例如出口市场扩大、 进口中间产品、 进

口关税下降 （Ｂｕｓｔｏｓ， ２０１１； Ｂｏ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Ｃｏ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目前， 尚未

发现有文献专门考察外来冲击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
外来冲击会通过多种渠道对出口企业创新产生影响： 一是通过减少市场需求来

降低企业收益， 进而影响出口企业创新意愿； 二是通过影响资金供求提高资金使用

成本， 从而抑制企业创新投资； 三是通过增加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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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其中， 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对未来收益和损失的分布不能确知， 因而不能计

算出自己决策的预期收益。 Ｈａｎｄｌｅｙ （ ２０１４）、 Ｈａｎｄｌｅｙ 和 Ｎｕｎｏ （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一系列研究考察了不确定性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 佟家栋和李

胜旗 （２０１５）、 顾夏铭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关注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笔者拟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 选取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和之后的数据， 考察外来

冲击对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 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

好的自然实验属性。 金融危机带来了需求冲击、 资金使用成本的上升以及不确定性

的提高。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很多经济体的经济陷入低迷状态， 进口需求

大幅度减少； 与此同时， 许多国家 （地区） 开始采取贸易保护行为， 例如 ＷＴＯ 成

员中近 １ ／ ３ 的成员方提高了关税 （Ｍｅｓｓｅｒｌｉｎ， ２００８）， 也有很多国家 （地区） 通过

反倾销和其他非关税壁垒来进行贸易保护。 金融危机的发生令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

上升， 所以企业还面临金融约束冲击。 此外， 不确定性增加也会对出口企业产生影

响。 根据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３） 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ＰＵ） 指数， 中国年度 ＥＰＵ 指数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仅为 ７３ 和 ８２， ２００８ 年陡升至

１７９， ２００９ 年仍然保持 １２８。 这说明 ２００８ 年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

了中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发生后， 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发生了明显变化。 图 １ 描述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我国专利申请数量以及专利三种形式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

利） 申请数量的年增长率。 这四类年增长率在 ２００８ 年之前基本呈上升趋势， 但在

２００８ 年后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

图 １　 专利申请总量及专利三种形式申请数量的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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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尚未发现专门考察外来冲击对出口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 本研究以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为例， 可能有助于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 笔者将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方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ＳＭ） 将相似企业进行匹配， 并进行双重差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 回归， 以减弱由企业异质性带来的影响； 并对不同

性质的企业进行分类， 从多个维度研究外来冲击对异质性企业影响的差异。 本研究

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拓展， 并深化了与外来冲击相关的研究领域。

一、 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 理论背景

外来冲击对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有 ３ 个重要机制， 即需求减少机制、 资金

成本提高机制和不确定性提高机制。 需求减少机制是指外来冲击通过减少市场需求

降低企业期望收益， 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激励； 资金成本提高机制是指外来冲击

影响了资金供求， 使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从而抑制企业投资， 其中包括创新性投

资。 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契约的情况下， 外来冲击会导致代理成本提高，
从而使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抑制其创新投资。

对于不确定性提高机制， 学者们通过实物期权理论进行解释。 实物期权理论认

为， 当企业的经营环境面临不确定性时， 企业将暂缓投资活动， 当获知更多信息后

再决定是否投资以及投资多少。 因为企业未来投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看

涨期权， 所以当不确定性程度上升时， 期权价值会提高， 企业可能会减少或停止投

资。 等待投资的期权价值与资本不可逆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加之与一般性投资相

比较， 创新性投资具有更高程度的不可逆性， 因而企业在做关于创新性投资的决定

时会更加谨慎。 许多学者从理论和经验上都证实了当面对不确定性时理性的企业倾

向于选择观望和等待。 Ｇｕｌｅｎ 和 Ｉｏｎ （２０１６） 研究了不确定性在资本不可逆水平上

的差异化影响， 证实了实物期权机制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１９８３） 的研

究表明， 当投资不可逆时， 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企业会延缓投资。 Ｂｌｏｏｍ （２００７）
区分了短期和长期投资， 发现在实物期权机制下， 短期内的投资受到不确定性的影

响较大， 但长期投资受到的影响较小。

（二） 研究假设

首先， 企业的创新性研发投入具有投资的一般性特征， 并且创新性研发投入的

专用性特点更加显著， 具有更高的投资不可逆性。 由于企业减少当前投资而等待的

价值与资本不可逆程度相关， 尤其在资本不可逆程度高的情况下， 变现资本会更加

困难， 此时企业在决定创新性投资支出时会更加小心谨慎。 当面临外来冲击时， 出

口企业会更倾向于等待进一步的信息公布而暂缓创新性投入， 从而使企业研发投入

下降， 创新水平降低。 其次， 与一般投资行为相比， 创新投资具有更大的不确定

性， 所以外来冲击对创新性研发投资的影响会更大。 由此提出假设 １。
Ｈ１： 外来冲击会通过需求减少机制、 资金成本提高机制和不确定性提高机制

抑制出口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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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 外来冲击对其创新活动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 Ｂｌｏｏｍ
（２０１４） 指出， 企业选择谨慎性投资需要满足如下前提条件： 企业策略的可逆性较

弱， 当期投资影响下一期投资回报， 企业有能力等待。 当面临外来冲击时， 不同企

业在各自所处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决策， 因此企业的投资行为很可能存在异质性。 与

非国有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承担着某些社会责任， 比如保发展、 促就业、 促稳定

等。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 国有企业通常需要保证一定数量的投资。 国有企业的特殊

身份也使得政府往往给予其一定的政策倾斜， 所以国有企业具有非国有企业所没有

的政策优势， 国有企业经营决策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程度往往要小于非国有企业。
另外， 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往往掌握更多的信息， 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 从

而减少由于信息等待而暂缓的研发投入。 由此提出假设 ２ １。
Ｈ２１： 外来冲击对国有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小于对非国有出口企业的抑

制作用。
根据融资成本提高机制和不确定性提高机制， 外来冲击使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从而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 企业在融资能力方面通常具有异质性， 融资能力的不同

使得企业受到的资金约束不同， 这会导致企业面临外来冲击时等待时长的差异， 进

而导致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差异。 因此， 外来冲击对融资能力不同的出口企业创新

具有不同影响。 由此提出假设 ２ ２。
Ｈ２２： 外来冲击对融资能力强的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小于对融资能力弱

的企业的抑制作用。

二、 研究设计

笔者拟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来考察外来冲击对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选取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２００７ 年） 和危机发生之后 （２０１０ 年） 的数据， 首先采用 ＰＳＭ
寻找与出口企业类似的对照组以消除样本的选择性问题， 然后使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估计出金融危机的真实效应， 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一） 样本选择和匹配逻辑

选择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均存在出口的企业为实验组， 这期间均没有出口的企业

即内销企业为对照组。 由于内销企业的产品只在国内销售， 所以理论上受金融危机

影响较小， 而出口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更大。 所用样本数据构成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两期平衡面板数据。
企业的不同特点会直接影响其创新投资行为。 因此， 采用最近邻匹配的方法，

针对企业规模 （ ｓｃａｌｅ）、 金融约束 （ ｆｉｎａｎｃｅ）、 企业利润率 （ ｐｒｏｆｉｔ） 和成立年限

（ａｇｅ） 四个方面， 对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在 ２００７ 年的数据进行匹配， 在匹配过程

中， 按照通常的处理方法， 剔除了从业人数小于 ８、 企业净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以

及解释变量有缺失的样本。
表 １ 给出了匹配前后组间各变量的变化情况。 匹配前组间企业存在比较严重

的偏差， 并且具有较高统计显著性。 例如 ｓｃａｌｅ 变量在匹配前组间偏差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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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９％， 如果直接使用匹配前数据， 则会因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影响估计结果的准

确性； 在倾向得分匹配之后， 偏差比例仅为 ０ ３％， 企业样本组间差距明显变

小， 并且匹配前后 ｐ 值变化明显。 所以，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

的异质性问题。

表 １　 匹配后偏差减少情况

变量 样本
均值

实验组 对照组

偏差比例 ／
％

偏差减少
比例 ／ ％ ｔ 值 ｐ＞ｔ

ｓｃａ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ｇｅ

匹配前 ８ ５６２ ８ ０３８ ３６ ９

匹配后 ８ ５６２ ８ ５５７ ０ ３

匹配前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６ －１０ ３

匹配后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４

匹配前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６ －１１ ２

匹配后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７ ０ ５

匹配前 １ ８７３ １ ７３７ １５ ９

匹配后 １ ８７３ １ ８８４ －１ ２

９９ １

９６ ２

９５ ３

９２ ４

１２６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８９ ０ ３７２

－３１ ４ ０ ０００

－１ ３８ ０ １６８

－３６ ２６ ０ ０００

１ ３５ ０ １７９

５０ ８２ ０ ０００

－３ ２３ ０ ００１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笔者设定的计量模型如式 （１） 所示。 该式中各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法见表 ２。
ｉｎｎｏ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ｅｒｉｏｄｔ ＋ β２ ｔｒｅａｔｉ ＋ β３ｐｅｒｉｏｄｔ × ｔｒｅａｔｉ ＋ β４ｓｃａｌｅｉｔ ＋ β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

β６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 β７ｐｅｒｉｏｄｔ × ｓｃａｌｅｉｔ ＋ β８ｐｅｒｉｏｄｔ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 β９ｐｅｒｉｏｄｔ ×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 β１０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 β１１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 β１２ａｇｅｉｔ ＋ εｉ，ｔ （１）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密集度 （ ｉｎｎｏｉ，ｔ）。 由于缺乏普遍的企业层面的专利数

据以及创新投资方面的数据， 佟家栋和李胜旗 （２０１５） 使用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来

度量企业创新产出能力。 笔者参考他们的方法， 采用企业的新产品产值与其工业总

产值的比值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创新密集度。 新产品产值与企业的工业总

产值的数据来自于相应年度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解释变量包括：
（１） 实验变量 （ ｔｒｅａｔｉ）， 出口企业用 １ 表示， 内销企业用 ０ 表示。 本研究样本

中共有企业 ２８８ ５５９ 家， 其中出口企业 ７２ ７９９ 家， 内销企业 ２１５ ７６０ 家。
（２） 两期时间变量 （ｐｅｒｉｏｄｔ）， ２００７ 年为 ０， ２０１０ 年为 １。
（３） 企业工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 ｓｃａｌｅｉｔ）， 笔者预期企业的规模越大越有利

于企业的创新投资。 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４） 融资约束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如果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 就可以通过外部融资

缓解企业的资金需求。 利用企业利息支出与企业资产总计的比值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来度量企业的融资约束， 其值越大， 则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小。 笔者预期融资约束

越小越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投资。 企业利息支出与企业资产总计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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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变量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被解释
变量

ｉｎｎｏｉ，ｔ 企业创新密集度
企业的新产品产值与其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解
释
变
量

ｔｒｅａｔｉ 实验变量 出口企业为 １， 内销企业为 ０

ｐｅｒｉｏｄｔ 时间变量 ２００７ 年为 ０， ２０１０ 年为 １

ｐｅｒｉｏｄｔ×ｔｒｅａｔｉ 双重倍差交互项 实验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乘积

ｓｃａｌｅｉｔ 企业的工业总产值 企业工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融资约束
企业利息支出与企业资产总计的比值加 １ 后
取自然对数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不确定性指数
将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３） 的中国 ＥＰＵ 指数用算
术平均方法从月度数据转变为年度数据， 然
后取自然对数

ｐｅｒｉｏｄ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时间变量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
交互项

时间变量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乘积

ｐｅｒｉｏｄ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时间变量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 时间变量与融资约束的乘积

ｐｅｒｉｏｄｔ×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时间变量与不确定性指数的交
互项

时间变量与不确定性指数的乘积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企业利润率
企业的利润总额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中间产品进口
企业中间产品进口额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
值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ａｇｅｉｔ 企业存续年限 企业自成立后存活年数取自然对数

工业企业数据库。
（５） 不确定性指数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３） 通过统计 《南华早报》 中

关于经济不确定性事件的文章频次得到中国 ＥＰＵ 指数， 笔者把该指数用算术平均

方法从月度数据转变为年度数据， 然后取自然对数得到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６） 企业的利润率水平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用企业的利润总额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

值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来表示， 其值越大表示企业的利润率越高。 笔者预期企业的

利润率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投资。 企业的利润总额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均

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７） 企业中间产品进口水平 （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许多研究表明， 进口中间产品中技术

含量越高的原材料、 零部件等， 越能够对企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笔者预期企

业中间产品进口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 关于中间产品的判定， 使用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 以 ＢＥＣ 代码为 １１１、 １２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３２２、 ４２、 ５３ 的产品为中

间产品。 笔者利用企业中间产品进口额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来度量中间产品进口水平， 其值越大表示中间产品进口水平越高。 数据来自于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 参照学者们通常使用的方法对两个数据库进行

匹配， 去除了数据存在明显不合理情况的样本， 即企业利息支出、 企业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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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新产品产值、 贸易额中任何一项为负值的样本。
（８） 企业存续年限 （ａｇｅｉｔ）， 用企业自成立后存活的年数取自然对数来表示。

笔者预期企业存活时间越长， 就越有能力且越希望扩大创新投资。 数据来自于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
（９） 未被观测的随机误差项 （εｉ，ｔ）。
式 （１） 中的第一个交互项为双重倍差交互项， 即 ｐｅｒｉｏｄｔ 和 ｔｒｅａｔｉ 的乘积项， 该

交互项的引入有利于准确把握外来冲击的影响。 另外， 根据前文的分析， 外来冲击

对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主要有 ３ 个机制， 分别是需求减少机制、 资金成本提高

机制和不确定性提高机制。 ｓｃａｌｅｉ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可以分别用来反映需求减少机制和资金

成本提高机制的影响， 需求减少和融资约束提高会导致出口企业创新减少；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表示不确定性的影响， 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时， 企业创新投

入就越低。 为了考察金融危机影响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 ３ 个作用机制， 笔者又纳入

ｐｅｒｉｏｄｔ与 ｓｃａｌｅｉ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的 ３ 个交互项。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ｎｏｉ，ｔ ５７７ １１８ ０ ０２８ ０ １３２ ０ ０ ６４１

ｔｒｅａｔｉ ５７７ １１８ ０ ２５２ ０ ４３４ ０ １ ０００

ｐｅｒｉｏｄｔ ５７７ １１８ ０ ４８４ ０ ４９９ ０ １ ０００

ｓｃａｌｅｉｔ ５７７ １１８ ８ １７０ １ ３８８ －１ ２０４ １７ ２１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５７７ １１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７６ ０ ５ １７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５７７ １１８ ４ ４３７ ０ １０１ ４ ６０２ ４ ８１２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５７７ １１８ ０ ０４２ ０ １６１ ０ ０ ６８８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５７７ １１８ ０ ０４２ ０ １７１ ０ ２ ３１５

ａｇｅｉｔ ５７７ １１８ １ ７７１ ０ ８９０ ０ ４ ６８１

三、 计量模型结果

首先通过对式 （１） 进行回归以验证假设 １， 然后再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 分

别验证假设 ２ １ 和假设 ２ ２。
表 ４ 给出了式 （１） 的回归结果。 在表 ４ 列 （１） 中， 解释变量只包括了时间

变量 （ｐｅｒｉｏｄｔ）、 实验变量 （ ｔｒｅａｔｉ） 和其交互项 （ ｔｒｅａｔｉ×ｐｅｒｉｏｄｔ）。 β^０ ＝ ０ ０２１ 表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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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基本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常数项

ｐｅｒｉｏｄｔ

ｔｒｅａｔｉ

ｐｅｒｉｏｄｔ×ｔｒｅａｔｉ

ｓｃａｌｅｉ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ａｇｅｉｔ

Ｎ

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５７７ １１８ ５７７ １１８

０ １１ ０ １５

注： 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和 １％。

销企业 ２００７ 年新产品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的比例 （简称新产品比例）， β^０＋ β^１ ＝０ ０１８

表示内销企业 ２０１０ 年的新产品比例， β^２ ＝０ ０３５ 表示两类企业新产品比例在 ２００７ 年的

差额， β^０＋ β^２＝０ ０５６ 表示出口企业在 ２００７ 年的新产品比例， β^０＋ β^１＋ β^２＋ β^３＝０ ０４７ 表示

出口企业在 ２０１０ 年的新产品比例。
笔者将式 （１） 中的所有解释变量以及交互项都纳入表 ４ 列 （２）。 其中回归系

数 β^０、 β^１、 β^２、 β^３ 保持了基本稳定， 并且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在表 ４ 列 （２）
中， 笔者主要关注代表 ３ 个影响机制的交互项， 其中 ｐｅｒｉｏｄｔ 与 ｓｃａｌ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 与 ｆｉ⁃
ｎａｎｃｅｉｔ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并且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表明金融危

机分别通过需求减少机制和资金成本提高机制减少了企业创新。 金融危机发生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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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企业面临需求的降低， 同时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也得到提高， 二者阻碍了企业

的创新投入。 表 ４ 列 （２） 中， ｐｅｒｉｏｄｔ 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值， 也具有较

高的统计显著性， 这表明金融危机通过提高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了企业创

新行为。 金融危机发生后， 根据 ＥＰＵ 指数， 企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有了很

大提高， 所以会带来企业创新投入较大幅度的下降。 因此， 表 ４ 列 （２） 回归结果

与假设 １ 相符。
此外， 表 ４ 列 （２） 还显示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ａｇｅｉｔ的回归系数大于 ０， 并且具有

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所以企业的利润率越高、 中间产品进口越多和存续时间越长，
越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 符合笔者的预期。

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问题， 笔者对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

验。 计算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 方差扩大因子越接近 １ 表明变量间的多重

共线性越弱。 得到的结果是各解释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均位于 １ ０１ ～ １ ０５ 之间，
平均值为 １ ０３， 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在表 ５ 中， 笔者按照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信息， 把企业按照控股类型分

成了两组， 一组是国有企业， 包括国有绝对控股和国有相对控股企业； 另一组是非

国有企业， 是指除了国有绝对控股和国有相对控股以外的其他企业。 表 ５ 列 （１）
和列 （２） 分别列出了两组企业的回归结果。 与表 ４ 列 （２） 相比， 这两组回归结

果都基本保持了稳定， 并且具有较高统计显著性。 就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ｉ×ｐｅｒｉｏｄｔ而言， 在

国有企业组别中该系数为－０ ００４， 说明新产品比例下降了 ０ ４ 个百分点； 而在非

国有企业组别中该系数为－０ ００６， 新产品比例下降达到 ０ ６ 个百分点， 说明金融

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 而非国有企业所受影响较大。 该结果与假设

２ １ 相符。
现在关注代表 ３ 个影响机制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在表 ５ 的两个回归结果中，

ｐｅｒｉｏｄｔ 与 ｓｃａｌ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 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大于 ０， ｐｅｒｉｏｄｔ 与 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小于 ０， 并且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与笔者的期望一

致， 这说明金融危机分别通过需求减少、 资金成本提高和不确定性提高机制阻碍了

企业创新。 比较一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的差异， ｐｅｒｉｏｄｔ 与 ｓｃａｌｅｉｔ交互

项的回归系数对两类企业是一样的， 而对于 ｐｅｒｉｏｄ ｔ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ｔ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绝对值大， 这说明非国有企业受到

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成本提高和不确定性提高带来较大的抑制效应。
在表 ６ 中， 为了验证假设 ２ ２， 把企业按照融资约束大小分成了两组， 一组是

融资约束强度排在前 ５０％的企业， 另一组是融资约束强度排在后 ５０％的企业。 与

前面的回归结果相比， 这两组回归结果也基本保持了稳定。 就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ｉ×ｐｅｒｉｏｄｔ

而言， 在融资约束较小组别中该系数为－０ ００３， 在融资约束较大组别中该系数为

－０ ００７， 这说明金融危机对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的影响较小， 新产品比例只下降了

０ ３ 个百分点， 而对融资约束较大企业的抑制作用较大， 新产品比例下降了 ０ ７ 个

百分点。 这说明金融危机之后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 而融资约束较

大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大， 该结果与假设 ２ ２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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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区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

项目 （１） 国有企业 （２） 非国有企业

常数项

ｐｅｒｉｏｄｔ

ｔｒｅａｔｉ

ｐｅｒｉｏｄｔ×ｔｒｅａｔｉ

ｓｃａｌｅｉ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ａｇｅｉｔ

Ｎ

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０ ８４８ ４０２ ９２４

０ １６ ０ １８

注： 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和 １％。

　 　 同样， 关注代表 ３ 个影响机制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在表 ６ 的两个回归结果

中， 这 ３ 个交互项回归系数的符号与表 ５ 相同， 并且也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与笔者的预期一致。 进一步比较两类企业回归结果的差异， ｐｅｒｉｏｄｔ与 ｓｃａｌｅｉｔ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对两类企业相同， 而对于 ｐｅｒｉｏｄｔ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 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比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绝对值大， 这说明与非国有

企业一样， 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受到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也在于资金成本提高、 不

确定性提高带来的抑制作用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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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区分融资约束大小的回归结果

项目 （１） 融资约束较小 （２） 融资约束较大

常数项

ｐｅｒｉｏｄｔ

ｔｒｅａｔｉ

ｐｅｒｉｏｄｔ×ｔｒｅａｔｉ

ｓｃａｌｅｉ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ｐｅｒｉｏｄｔ×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ｉｍｐｏｒｔｉｔ

ａｇｅｉｔ

Ｎ

Ｒ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３４ ２２８ ２３４ ２２８

０ １５ ０ １４

注： 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和 １％。

四、 结论和建议

笔者基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企业层面的数据， 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分析了外来

冲击对我国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 金融危机通过需求减少、 资

金成本提高和不确定性提高机制抑制出口企业创新活动； 这种抑制作用随企业性质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 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大； 对融资

约束小的企业影响较小， 而对融资约束大的企业影响较大。 非国有企业、 融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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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企业受到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成本提高、 不确定性提高带来的抑制

作用较强； 此外， 企业的利润率越高、 中间产品进口越多和存续时间越长， 越有利

于企业的创新活动。
外来冲击对出口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抑制作用， 因此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缓

冲外来冲击对企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这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决策的重要考虑因

素之一。 应继续坚持贸易自由化政策， 加强与其他国家间贸易政策的协调与谈判，
降低对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引导企业形成稳定预期。 同时， 应促进金

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减少企业的外部金融约束， 以利于出口

企业的创新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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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ｓ ｌ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ｈｏｃｋ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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