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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了国家级开发区 （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的设立对城市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 基于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模型， 将企业出口固

定成本内生化， 得出集聚经济有利于降低出口固定成本， 提高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概

率的结论。 同时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２０４ 个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

方法对政策导向型的开发区集聚经济是否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的效果进行了实证

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城市的经济变量、 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后， 国家级

开发区的设立能够使城市每年出口企业数量的增长率显著增加 １５ ７％； 进一步考

察这种政策效果的时效性， 发现国家级开发区在促进企业出口参与上的政策效力随

时间呈倒 Ｕ型趋势， 并在实施后的第 ３ 年达到最大， 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出口参与

的推动作用至少持续 ３至 ４年；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法的变换处理组检验结

果证明开发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参与， 且这种因果关系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步骤下均保持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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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特区” 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开区） 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新区） 成为了引导地区产业集聚和产业升

级、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是我国改革开放在更深层次、 更

高水平上的伟大实践。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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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显示， 我国现有国家级开发区共 ５５２ 个， 其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１９ 个，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１５６ 个。 贸易增长贡献方面， ２０１７ 年， 我国 ２１９ 个国

家级经开区的出口总额达 ３ ２ 万亿元，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２０ ８７％； １５６ 个国家级

高新区出口总额达到 ３ ４５万亿元，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２２ ５０％， 国家级经开区和高

新区的出口总额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一半。 不少文献认为， 出口广延边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相比集约边际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更大

（Ｅａ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１］；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２］； Ｐｈａ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０７［３］；
Ｋａｎｃｓ， ２００７［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５］）。 而本文基于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６］研究， 就集

聚经济是否能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 （广延边际） 进行了理论论证， 并对政策导

向型的开发区集聚经济是否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进行实证检验， 讨论了保障我国

出口贸易可持续增长的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思路。

一、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针对开发区促进企业经营和出口绩效方面到底是集聚效应还是政策效

应发挥更大作用一直存在争议， 如陈钊和熊瑞祥 （２０１５） ［７］认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

对于出口鼓励的政策效应是促进相关企业出口的主要原因； 吴敏和黄玖立

（２０１２） ［８］认为开发区的 “一揽子” 政策优惠对地区出口二元边际均有显著促进作

用； 张国峰等 （２０１６） ［９］则认为除了 “政策租金” 为企业带来短期增长效应外， 开

发区不断增强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的长期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认为， 开发区政策

发挥的集聚效应有利于降低出口固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出口参与， 并进行了理论论

证和实证检验。
从企业出口成本的角度， 将现有文献按开发区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出口可变成

本和固定成本这两个维度分别综述。 根据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异质性企业出口模型设

定， 企业出口可变成本可以表示成企业生产率的倒数 （ １ ／ φ ）， 开发区政策可以通

过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出口可变成本。 王永进和张国峰 （２０１６） ［１０］认为在开发区成

立初期集聚效应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贡献更大， 在成立后期企业生产率优势则更多

是源于选择效应。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和 Ｐｕｇａ （２００４） ［１１］基于马歇尔提出产业集聚的三个外

部性 （共享、 匹配和学习） 对每一种外部性进行建模， 分析后认为产业集聚能够

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溢出 （学 习 效 应 ） 提 高 企 业 生 产 率。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和 Ｌｏｏｆ
（２０１１） ［１２］基于瑞典制造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同样得出集聚经济的学习效应有利于提

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 Ｃｏｍｂｅｓ 等 （２０１２） ［１３］认为大城市的选择效应和集聚效应是

大城市企业生产率较高的原因。 余壮雄和杨扬 （２０１４） ［１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

研究认为中国大城市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源于集聚效应， 选择效应几乎不存在。 范剑

勇等 （２０１４） ［１５］区分了产业集聚的两种主要形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影

响， 认为专业化集聚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 ＴＦＰ。
此外， 开发区政策带来的集聚经济还可以通过出口市场知识溢出等路径降低企

业出口固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出口参与。 Ｃａｉｎｅｌｌｉ 等 （２０１４） ［１６］研究发现位于集聚

地区的企业能够从已出口企业获得海外市场、 客户和竞争对手等信息并将学习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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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际化经验知识内生化， 从而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 刘经东 （２０１８） ［１７］

基于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研究发现国家级开发区建设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自选择行为，
认为其作用机制在于企业可从开发区政策中获得政府补贴。 Ｓｈａｒｍａ （２００１） ［１８］认为

产业集聚通过出口市场知识溢出效应和中间投入共享效应能够有效地帮助企业降低

出口固定成本， 这样的效应在美国企业出口至非 ＧＡＴＴ 国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Ｃａｓｓｅｙ和 Ｓｃｈｍｅｉｓｅｒ （２０１３） ［１９］认为出口目的地导向的集聚经济通过一种 “ｈｏｗ－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型知识溢出效应降低了企业出口固定成本， 使得企业更容易进入海外市

场。 此外， 还有很多研究均表明在发达国家中出口目的地导向的产业集聚带来的知

识溢出有利于企业做出出口决策 （Ｋｏｅｎｉｇ， ２００９［２０］； Ｋｏｅｎｉ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２１］； Ｃｈｏ⁃
ｑｕｅｔｔｅ ａｎｄ Ｍｅｉｎｅｎ， ２０１５［２２］）。 郑江淮等 （２００８） ［２３］发现开发区外的关联企业与开

发区内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对企业技术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认为开发区的外部经济

会扩散至整个地区。
基于以上研究， 本文将研究对象拓宽至城市内所有出口企业， 因此开发区政策

的内涵更多是产业集聚的外部性。 当然这些企业也包含位于开发区内的企业， 因而

也包含政策租金的诱导， 但本文考察的政策效应是企业的出口参与， 企业进入出口

市场需要克服出口固定成本， 而开发区政策在对企业出口固定成本上的补贴相对有

限， 对企业出口的政策优惠主要在于免征出口关税和提高出口退税上， 因此本文讨

论的开发区政策带来的集聚效应要强于政策效应。 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是我国制

造业最重要的产业集聚区和出口贡献区， 因此本文选取设立国家级经开区或高新区

的地级市作为政策对象①， 排除了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 保税港区、 保税物流园

区、 边境 ／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政策内生、 数量较少、 非集聚导向或非制造业定位的

国家级开发区， 借助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与中国海关出口数据， 使用双

重差分法对城市设立开发区能否促进企业出口参与这一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

检验。

二、 理论模型和机制分析

（一） 理论模型

假定世界由两个完全对称的国家构成， 企业在立足于本国市场的同时也会寻求

出口至外国市场， 本国和外国的总人口均外生确定为 Ｌ， 工资水平为 ｗ且标准化为

１。 本文设定企业出口固定成本 ｆｘ 是内生确定的， ｆｘ 为出口企业数量 Ｍｘ 的函数， 即

ｆｘ（Ｍｘ） ， 这意味着当出口企业数量越多时， 集聚经济带来的出口市场知识溢出效

应有利于帮助周边本土企业降低出口固定成本从而促进出口参与。 进一步， 本文假

定出口固定成本 ｆｘ 满足以下的函数形式：

ｆｘ（Ｍｘ） ＝ ｆｘ
－
Ｍｘ

－θ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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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设定下满足 ｆｘ′（Ｍｘ） ＜ ０， 而参数 θ ＞ ０代表出口固定成本对出口企业

数量的弹性大小， θ 值越高， 出口企业数量上升引起出口固定成本下降的程度也越

大， 即参数 θ 值越高， 集聚经济在降低出口固定成本上的效应越强。 当 θ ＝ ０时， ｆｘ
＝ ｆｘ

－
， 此时回到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经典模型的设定。 同时， 方程 （１） 的设定假定出

口固定成本为单调递减的凸函数， 随着出口企业数量的上升出口固定成本单调下降

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
在不考虑集聚效应 θ 的情况下 （出口固定成本 ｆｘ 外生确定）， 一个稳态的均衡

包含企业在本国市场和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 φ－ ， φ－∗{ } 、 全部企业数量和出口

企业数量 Ｍ， Ｍｘ{ } 、 加总价格指数 Ｐ{ } 这 ５个内生变量， 其均衡解可以由以下 ５
个约束条件决定：

φ－ ＝ σ
σ － １

σ
１

σ－１ Ｌ －
１

σ－１ Ｐ －１ ｆ
１

σ－１ （２）

φ－ ∗ ＝ σ
σ － １

σ
１

σ－１ Ｌ －
１

σ－１ Ｐ －１τ ｆｘ
１

σ－１ （３）

１
σ

σ
σ － １

æ

è
ç

ö

ø
÷

－（σ－１） γ
γ － （σ － １）

Ｐσ－１Ｌ （φ－ ） －（γ－（σ－１）） ＋ τ －（σ－１） （φ－∗） －（γ－（σ－１））[ ]

　 － ｆ φ－ －γ － ｆｘ φ
－ ∗－γ ＝

δ ｆｅ
ｍγ

（４）

σ
σ － １

æ

è
ç

ö

ø
÷

－σ γ
γ － （σ － １）

Ｐσ－１Ｌ Ｍ （φ－ ） σ－１ ＋ τ －（σ－１） Ｍｘ （φ
－ ∗） σ－１[ ]

＋ Ｍｆ ＋ Ｍｘ ｆｘ ＋ Ｍ
δ ｆｅ
ｍγ （φ

－ ） γ ＝ Ｌ （５）

Ｐ －（σ－１） ＝ σ
σ － １

æ

è
ç

ö

ø
÷

－（σ－１） γ
γ － （σ － １）

Ｍ （φ－ ） σ－１ ＋ τ －（σ－１） Ｍｘ （φ
－ ∗） σ－１[ ] （６）

其中， 每个约束条件的具体含义为：
ａ 企业在本国市场生产销售的生产率临界值条件 （２）；
ｂ 企业在外国市场出口销售的生产率临界值条件 （３）；
ｃ 企业的进入退出条件 （４）；
ｄ 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５）；
ｅ 加总价格指数 （６）。
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 内生变量 φ－ ， φ－ ∗， Ｍ， Ｍｘ， Ｐ{ } 均有唯一解析解。
然而在考虑集聚效应 θ 的情况下， 经济系统解不出解析解， 但是本文的目标只

是讨论集聚经济效力 θ 的增加是否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可以通过观察

变化集聚经济效力 θ 值的大小所引起的企业出口概率 Ｐｘ 对集聚经济 Ｍｘ 的弹性大小

的变化来实现。

根据方程 （１）、 （２）、 （３）， 以及累积分布函数 Ｆ（φ） ＝ １ － ｍ
φ

æ

è
ç

ö

ø
÷

γ

， 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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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国市场销售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 Ｐｘ 的表达式为：

Ｐｘ ＝
１ － Ｆ（φ－ ∗）
１ － Ｆ（φ－ ）

＝
φ－

φ－ ∗
æ

è
ç

ö

ø
÷

γ

＝ ｆ
γ

σ－１ τ －γ ｆｘ
－ － γ

σ－１ Ｍｘ

θγ
σ－１ （７）

企业出口概率 Ｐｘ 对集聚经济 Ｍｘ 的弹性表达式：
ｄｌｎ Ｐｘ

ｄｌｎ Ｍｘ

＝ θγ
σ － １

＞ ０ （８）

式 （８） 表明在均衡状态下， θ ＞ ０时， 随着本国出口企业数量增多， 企业出口

概率 Ｐｘ 对出口企业数量 Ｍｘ 的弹性就会变大。 此时， 贸易福利表现为出口企业集聚

的外部经济有利于促进本国企业的出口参与。
（二） 机制分析

基于理论模型推导的结论， 本文提出了 “出口企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有利于降

低出口固定成本从而促进周边本土企业的出口参与” 的命题， 然而作为这一命题

的假设条件———集聚经济能够降低出口固定成本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呢？ 在理论

模型的设定中， 将一个地区出口企业数量 Ｍｘ 设定为集聚经济的代理变量， 而出口

企业数量 Ｍｘ 越大也意味着该地区总的企业数量 Ｍ 也越大， 而马歇尔三大外部性

（共享中间投入、 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 都有可能成为集聚经济降低

企业出口固定成本的作用机制。
共享中间投入这一机制强调集聚区域内具有上下游关联的企业之间彼此临

近， 供应链下游企业在空间上越临近上游中间品供应商， 那么企业在中间品的

投入上越能节约运输成本和损耗成本， 还可以享受由于上游供应商群之间的竞

争带来的中间品多样化选择福利以及更低廉的中间品价格福利。 劳动力蓄水池效

应这一机制强调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在空间上的同时汇集， 使企业在面临市场风险

或经营风险时劳动力成本更加可控， 同时劳动力供需的空间集聚有利于降低企业

对期望劳动力的搜寻和匹配成本。 以上两种机制与本文的理论模型设定无论是在

研究对象上 （企业出口参与） 还是研究角度上 （出口固定成本） 均存在较大

偏离。
考虑到本文在理论模型部分对集聚经济最直接的设定 Ｍｘ ， 即在单位区域内出

口企业数量越多越能够促进该地区本土企业的出口参与， 本文认为 （出口市场）
知识溢出效应可能是对集聚经济降低企业出口固定成本最有力的机制解释。 单位区

域内出口企业数量越多意味着该地区本土企业与出口企业之间的平均距离越短， 空

间上的临近有利于本土企业从出口企业获得出口市场知识 （如海外的消费者偏好、
法律法规、 营销渠道和竞争对手等信息） 的溢出效应， 从而该地区的本土企业进

入出口市场所需花费的出口固定成本。
综上， 集聚经济有利于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这一命题既得到了数理模型的理

论支持又得到了知识溢出机制的识别论证， 以下便可以采用计量方法结合现实的案

例和数据对这一命题展开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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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 多期双重差分法

政策评估研究中， 根据政策实施过程可以将政策分为三类： “先行先试” 政

策、 “一刀切” 政策和 “一次性推开” 政策 （范子英， ２０１８） ［２４］。 顾名思义， “先
行先试” 的特点在于政策往往是多期而非一次性的， 先有试点再逐步推广， 即控

制组逐步变为实验组， 本文所讨论的城市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就属于 “先行先试”
的政策类型。

双重差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 是政策评估类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首先， 双重差分法的理论基础建立在随机实验之上， 其特点在于实验样本选择的随

机性。 很显然， 现实的政策实施难以满足随机性假定， 政府为了稳妥谨慎往往先挑

选一些个体进行试点， 观察政策效果理想后再逐步推开， 我国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经

济特区和国家级开发区政策就是很好的例子。 经济学领域研究讨论的政治经济体制

改革往往只是构成 “准实验” 而非随机实验， 准实验无法完全随机地选择实验对

象， 实验组样本的选择只能接近随机。 其次， 双重差分法虽不要求受到政策影响的

实验组和没有受到政策影响的控制组的事前特征完全一致， 但是要求二者的先天差

异不随时间变化， 所以还需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忽略双重差分法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条件将会使政策效果的估计产生严重偏误。 不同于传统的两期双重差分法， 本文所

研究的各地级市是逐年分批次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 即部分控制组会逐步变成

实验组， 此时就需要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来进行政策评估。
（二） 双重差分法适用性检验

１ 政策外生性检验

《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 《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建审批原则和审批程序》 等政策文件均在国家级经开区或高新

区的设立条件中对城市年度进出口额的最低门槛提出了明确要求。 因此， 本文猜

想， 城市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冲击可能内生于城市的出口企业数量， 即政

府可能会参考各城市的出口企业数量来挑选开发区政策的实验城市。 因此， 开发区

政策在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上可能本身并不能构成一次准实验。 为了验证其是否

能构成一次准实验， 本文参考郑新业等 （２０１１） ［２５］的方法并结合数据特征后决定采

用面板形式的 Ｌｏｇｉｔ模型 （回归结果见表 １）， 以检验中央政府在选取开发区的实验

城市上是否构成一次接近随机的准实验。
表 １显示， 控制了城市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

后， 地方 （人均） 财政收入和 （人均） ＧＤＰ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地

方出口企业数量的系数则不显著。 这表明财政收入和 ＧＤＰ 水平越高的城市获批设

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概率越大， 而城市出口企业数量的多寡并不纳入中央政府对开发

区审批的考量。 由此可以确认城市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是一次实验样本选择接近

随机的准实验， 开发区政策通过外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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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二元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城市是否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

（１） （２） （３） （４） （５）

财政收入
０ ２０１∗∗∗
（３ ８４）

ＧＤＰ ５３ ９９６∗∗∗
（３ ９６）

人均财政收入
９ ９１１∗∗∗
（４ ００）

人均 ＧＤＰ ４６ １４７∗∗∗
（４ ９１）

城市出口企业数量
０ ５１５
（１ 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 ２０８ １ ２０８ １ ２０８ １ ２０８ １ ２０７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 ９３３ ０ ９８９ ０ ９３１ ０ ９８４ ０ ８２１

注： 括号中为 ｔ统计量；∗∗∗代表 １％的显著性水平；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城市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金融发展
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 所有回归均采用了以城市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２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本质上是用控制组作为实验组的反事实参照， 若实验组和控制组在

实验前的增长趋势存在显著差异， 那么使用双重差分法就一定会高估或低估政策效

果。 虽然双重差分法允许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实验前存在差异， 但城市出口企业数量的

基数水平不同可能意味着平行增长趋势难以满足。 为了初步观察平行趋势， 本文以

２０１０年 ５５个地级市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实验为例， 通过折线图的形式将 ２０１０年
（实验年） 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城市的出口企业数量变化趋势绘制在图 １中， 同时将

控制组出口企业数量曲线上移 ４３０个单位以方便视觉上可以更直观地进行对照。 图 １
清晰地反映出除了在 ２００７年实验组城市出口企业数量的下降幅度略微大于控制组外，
在整个实验前阶段实验组和控制组城市的出口企业数量变化趋势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同时观察到在实验后阶段实验组城市出口企业数量的年增幅明显高于控制组的年增

幅， 通过对图 １的初步观察， 使用 ＤＩＤ方法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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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实验组和控制组城市在实验前后的出口企业数量变化趋势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实验年为例）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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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常见的两期的政策研究 （ ｔ＝ ０ 表示实验前， ｔ ＝ １ 表示实验后）， 这里各

地级市是逐年分批次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 即部分控制组逐步变成实验组， 此

时平行趋势检验参照 Ａｕｔｏｒ （２００３） ［２６］的方法设立如下回归模型：

ｙｉｔ ＝∑ ５

ｔ ＝ １
β －ｔ Ｄｉ， －ｔ ＋∑ ５

ｔ ＝ １
βｔ Ｄｉ， ｔ ＋ ｚｉｔ ＋ λ ｉ ＋ δｔ ＋ εｉｔ （９）

其中， Ｄｉ， －５… Ｄｉ， ５ 为实验虚拟变量和时间的交乘项， 即 Ｄｉ， －５ 表示实验组城市

是否处于实验前第 ５ 年， Ｄｉ， －４ 表示实验组城市是否处于实验前第 ４ 年， 以此类

推， …， Ｄｉ， ４ 表示实验组城市是否处于实验后第 ４ 年， Ｄｉ， ５ 表示实验组城市是否处

于实验后第 ５年； ｚｉｔ 为控制变量， λ ｉ 和 δｔ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表 ２　 平行趋势检验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出口企业数量（自然对数）

实验前第五年
－０ ０４７
（－０ ７２）

实验前第四年
－０ ０１０
（－０ １５）

实验前第三年
０ ０１４
（０ ２４）

实验前第二年
０ ０５１
（０ ８５）

实验前第一年
０ ０８２
（１ 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样本量 ２ ０６１
Ｒ２ ０ ３８５

　 注： 括号中为 ｔ统计量。

采用模型式 （９） 进行平行趋势检

验的原理是： 引入实验前的年份虚拟变

量与实验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即观察实

验组城市在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之前

的年份里是否比控制组城市拥有先天的

出口 企 业 高 增 长 率， 若 Ｄｉ， －５ ， …，
Ｄｉ， －１ 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 （负）， 说

明在实验前实验组城市的出口企业增长

率就已经显著高 （低） 于控制组城市，
因此平行趋势假设不被满足； 反之， 若

Ｄｉ， －５ ， …， Ｄｉ， －１ 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

则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式 （９） 中最核

心的解释变量Ｄｉ， －ｔ 的系数估计结果呈现

在表 ２ 中， 可以看到 Ｄｉ， －５ ， …， Ｄｉ， －１

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 表明实验组城市的出口企业增长率在其获批设

立国家级开发区之前的 ５年里并没有显著高于或低于控制组城市， 即平行趋势假设成

立。 式 （９） 从另一角度理解也可作为 ＤＩＤ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即对于实验组城市而

言， 若 Ｄｉ， －５ ， …， Ｄｉ， －１ 显著为正， 则说明出口企业增长率上升并非由于开发区政

策， 而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 （刘瑞明和赵仁杰， ２０１５） ［２７］。 此时 Ｄｉ， －５ ， …， Ｄｉ， －１

的系数均不显著， 则反过来证明实验组城市出口企业数量的增长确是源自国家级开

发区的政策效果。
（三）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双重差分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构造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陆续） 设立了国家

级经开区或高新区的地级市作为实验组以及其他没有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地级市作

为控制组， 控制其他因素后检验实验组和控制组城市之间的出口企业增长差异是否

显著， 得出国家级开发区促进城市内企业出口参与的政策效果评价。
ｙ 为城市的出口企业数量 （自然对数形式）， ｘ ＝ ０或 １表示城市获批设立国家级

开发区前后， 假定 ｙ 和 ｘ 之间为线性关系， 城市 ｉ 在第 ｔ 期的经济行为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ｘｉｔ ＋ ｚｉｔ γＴ ＋ μｔ ＋ ωｉ ＋ εｉ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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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ｘｉｔ 表示城市 ｉ 在第 ｔ 期设立国家级开发区与否的虚拟变量， ｚｉｔ 为影响 ｙ 的

其他解释变量向量组， μｔ 和 ωｉ 分别代表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
定义 θｉｔ ＝ ωｉ ＋ εｉｔ ， 若各地级市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是独立于城市个体不随

时间变化的特征而完全由中央政府随机决定， 即 Ｅ （ θｉｔ ｜ ｘ， ｚ） ＝ ０ 的话， ＯＬＳ 方

法可以给出 β１ 的一致估计， 此时 β１ 的一致估计量 β
︿
１ 称为单差分估计量。 而本文只

关注实验虚拟变量 ｘｉｔ 的系数 β１ 的显著性， 即只为得到 β１ 的一致估计而忽略其他解

释变量系数的估计效果， 因而在实际的估计过程中常常放松 Ｅ（θｉｔ ｜ ｘ， ｚ） ＝ ０的条

件， 只需要 Ｅ（θｉｔ ｜ ｘ） ＝ ０ 的条件满足， 即保证实验对象的选择是随机的， 那么

ＯＬＳ法对 β１ 的估计仍然是一致的 （尽管 γＴ 不是一致估计）。
此外， 本文发现省会城市、 副省级城市、 计划单列市和工业基础良好的地级市

往往优先于其他地级市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 东部沿海省份的地级市往往优先于

中西部内陆省份的地级市获批设立。 因此可以认为地级市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可

能与城市的行政级别、 工业基础和地理区位等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存在一定的相关

关系。 反映到计量模型中， 这里， Ｅ（θｉｔ ｜ ｘ， ｚ） ＝ ０ 的条件不被满足， 但是若能满

足 Ｅ（εｉｔ ｜ ｘ， ｚ） ＝ ０或者 Ｅ（εｉｔ ｜ ｘ） ＝ ０， 即实验对象的选择与影响 ｙ 的随机扰动

项εｉｔ 不相关的话， 此时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设定仍可以得到 β１ 的一致估计，
在估计过程中通过组内差分的形式消去了和政策虚拟变量 ｘｉｔ 相关的个体效应 ωｉ ，
此时得到的 β１ 的一致估计量 β︿ １ 就称为双重差分估计量。

四、 实证分析

（一） 数据、 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整理了中国 ２１２ 个地级市初次获批设立国家级经开区或高新区的时间

（截至 ２０１８年）， 考虑到本文可得的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数据年份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 删去缺失值后， 得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设立国家级经开区或高新区的 １２４ 个

地级市 （含自治州） 样本①。 考虑到地级市一级的控制变量的可得性和数据质量，
进一步删去了诸如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等 ９个自治州城市样本， 最终得到 １１５
个拟作为本文的实验组城市。 其中， 删去 ２０００ 年 （含） 以前成立国家级开发区的

地级市样本的原因在于， ２０００年以前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城市往往是我国资源要

素禀赋最为充裕的一批城市 （如北京、 天津、 上海、 广州、 深圳、 青岛、 厦门、
苏州等）， 这些城市往往具备独有的政治、 经济、 地理等优势， 这些先天优势很大

程度上构成了中央政府率先批准这些城市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内生性， 同时这

些特殊城市也难以匹配到合适的控制组城市来拟合其 “反事实” 结果， 删去这些

城市样本有利于满足政策外生性假设和匹配合适的控制组城市。 另选取没有设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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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 陕西省咸阳市在 １９９７年设立了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在 ２０１２ 年又设立了 “咸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二者均属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前者属于农业高新区， 不在本文的制造业

出口研究范畴， 在这里认为咸阳市于 ２０１２年获批设立国家级高新区。



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的 ８９个地级市作为控制组①， 共组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４ 个地

级市层面的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本文设定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出口企业数量 （自然对数形式）， 核心解释变量为

城市是否设有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虚拟变量， 控制变量为城市的其他经济变量

（ＧＤＰ 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 金融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 城市出口企业数量

来源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城市设立国家级开发区虚拟变量来源于国家发改委

公布的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１８ 年版）， 而其他控制变量均来自 《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 各变量统计特征描述见表 ３。

表 ３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描述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出口企业数量 （家） ３ ０６０ ３２９ ７ ９１５ ３ ０ １６ ３１２

国家级开发区设立 （虚拟变量） ３ ０６０ ０ １５ ０ ３６ ０ １

城市 ＧＤＰ 总量 （亿元） ２ ９７５ ６７３ ９ ７１２ ４ １７ ９３ ６ ２２５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２ ９７６ ４０２ ４６７ ５ ４ １４６

城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２ ２２６ ５３８ ６７３ ２８ ８ ９５３

城市外商直接投资额 （亿美元） ２ ８２０ １ ９３ ３ ５３ ０ ４５ ２９

时间效应 （年份）∗ ３ ０６０ ２ ００７ ４ ３２ 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４

注：∗在实证过程中时间效应的控制是通过引入年份虚拟变量的方法来实现， 这里是对样本期的具体年份做统
计描述。

（二） 基本结果

表 ４展示了模型 （１０） 的回归结果。 在控制了城市的经济变量、 时间效应和

地区效应后， 第 （２） 列的 ＤＩＤ估计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设立可以使城市出口企

业数量的年增长率显著增加 １５ ７％， 而在第 （１） 列的 ＯＬＳ估计下为 ２８％。 这样的

结果暗示使用单差法 （ＯＬＳ） 由于未剔除城市自然的出口贸易发展因而会高估开发

区在促进企业出口参与上的政策效果， 在通过准实验检验和平行趋势检验后使用双

重差分方法 （ＤＩＤ） 能得到对开发区政策变量的一致估计。 值得一提的是， 若各地

级市获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是独立于城市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而完全由中央政

府随机决定的话， 使用单差法 （ＯＬＳ） 也可得到政策变量系数 β１ 的一致估计， 然

而现实中这样的前提假设可能过强， 即中央政府在决定开发区的审批时会考虑城市

个体因素， 此时需放松 Ｅ （ θｉｔ ｜ ｘ） ＝ ０ 的假设， 而只需满足 Ｅ （ εｉｔ ｜ ｘ） ＝ ０ 时，
使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可以有效克服 Ｅ （ ωｉ ｜ ｘ） ≠０ 的问题而得出政策变量系

数 β１ 的一致估计。 第 （１）、 第 （２） 列显示开发区政策变量的 ＯＬＳ 和 ＤＩＤ 估计结

果存在差异， 表明中央政府在决定各城市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审批时的确考虑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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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控制组城市的选取中， 删去了三沙市、 海东市这两个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设立的地级市， 以及巢湖

市这一于 ２０１１年撤销地级市建制的地级市， 保留剩下的 ８９个没有设立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的地级市。



市的个体因素。
本文在表 ４第 （３）、 （４） 列分别引入了开发区设立当年和开发区设立后第 １

至 ５年的虚拟变量， 来观察开发区政策效果的时效性。 在第 （３） 列仅将城市在国

家级开发区获批当年视为进行了实验， 开发区政策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但

其绝对值仅为第 （２） 列系数的一半， 可以认为在国家级开发区获批当年城市内出

口企业数量已经出现了明显增长， 然而潜在外贸经营者新设立出口企业的动因更多

是来自开发区的政策红利和城市基建配套的吸引， 而非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
第 （４） 列将城市在开发区设立后的第 １ 年至 ５ 年的政策效果均进行了估计， 开发

区在促进企业出口参与上的政策效力随时间呈先升后降的倒 Ｕ 型趋势， 政策效力

在实验后的第 ３年达到最大且至少持续 ３年。 对此， 本文认为位于开发区内的企业

享受的政策红利和集聚经济共同推动了整个城市出口企业数量逐年快速增长， 越来

越多的潜在外贸经营者了解并受到政策激励而从事外贸经营， 既有企业也受益于城

市集聚经济带来的出口知识溢出而相继进入出口市场。

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城市出口企业数量 （自然对数）

单差法 双重差分法 双重差分法 双重差分法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国家级开发区设立
　 ０ ２８０∗∗∗ 　 ０ １５７∗∗∗

（３ ６５） （２ ９３）

开发区设立当年
　 ０ ０７８∗∗∗

（３ １６）

开发区设立后第 １年 　 ０ １２０∗∗

（２ ６０）

开发区设立后第 ２年 　 ０ １０６∗∗

（１ ９８）

开发区设立后第 ３年 ０ １８７∗∗

（２ ５４）

开发区设立后第 ４年
０ １３０
（１ ６３）

开发区设立后第 ５年
０ ０７３
（０ ８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 ０６１ ２ ０６１ ２ ０６１ ２ ０６１
Ｒ２ ０ ７６７ ０ ３８６ ０ ３８１ ０ ３８５

注： 括号中为 ｔ统计量，∗∗、∗∗∗分别代表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所有回归均采用了以城市为聚类变量的聚类

稳健标准误。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排除 ２００４年我国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制的干扰

我国于 ２００４年颁布 《对外贸易法》 取消了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度， 这一事件

对我国企业出口参与具有重大影响且与本文样本时间重叠。 本文绘制出样本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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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份的国家级开发区设立数量分布图， 如果 ２００４ 年前后的分布比较均匀， 则

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的影响可能较小， 否则该法案可能会对本文讨论的开发区

政策促进企业出口参与的因果关系形成一定的干扰。
首先， 根据不同年份的国家级开发区设立数量分布， 可以发现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之间国家级开发区设立数量在 ２００４年前后分布比较均匀， 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分布

突然增多是因为到了 ２０１０年又是一个新的 １０年伊始， 国家会大批量地批复开发区

申报 （同样的规律见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 本文还发现， ２００４ 年以前设立国家级开发

区的城市非常少， 绝大部分城市都是在 ２００４ 年取消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度以后才

设立国家级开发区， 这意味着本文绝大部分样本的实验组与控制组都受到了 ２００４
年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的影响， 因此理论上可以基本排除 ２００４ 年取消外贸经

营权审批制度的干扰。 实证上， 具体做法是： 删除 ２００４ 年以前的样本， 再次进行

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来观察开发区政策对当地企业出口参与的因果关系影响， 若

ＤＩＤ系数仍然显著则证明该因果关系由于排除了 ２００４ 年我国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

制度的影响而更加可信。
表 ５汇报了检验结果， 其中第 （１） 列报告了全样本下的估计结果， 第 （２）

列报告了只考虑 ２００４年以后样本下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 ２００４年取消外贸经营权审

批制度可能的滞后影响， 本文在第 （３）、 （４） 列还分别报告了只考虑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年以后样本下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第 （２） －第 （４） 列的 ＤＩＤ 估计系数仍

然非常显著， 因此可以认为 ２００４年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这一事件对本文讨论

的开发区政策促进企业出口参与的因果关系并不构成干扰，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论具

有稳健性。
表 ５　 排除 ２００４ 年我国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影响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城市出口企业数量 （自然对数）
全样本 ２００４年以后的样本 ２００５年以后的样本 ２００６年以后的样本

（１） （２） （３） （４）

国家级开发区设立
０ １５７∗∗∗ ０ １３３∗∗∗ ０ １１９∗∗∗ ０ １０６∗∗∗

（２ ９３） （２ ９２） （３ ０９） （３ ４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 ０６１ １ ８７４ １ ６８９ １ ５０１
Ｒ２ ０ ３８６ ０ ４３７ ０ ４８０ ０ ５３０

注： 括号中为 ｔ统计量，∗∗∗代表 １％的显著性水平， 所有回归均采用了以城市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２ 将当年申请未被批准而之后被批准的城市设为对照组

同一时期内申请批复国家级开发区的城市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如果在相同年份

申请国家级开发区而又没有获批的城市作为对照组， 其 “反事实” 结果将更加令

人信服。 然而， 这只是最理想的对照组， 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从各地政府部门的官方

网站或统计年鉴等公开渠道获知相关信息， 因此只能转换思路利用现有数据来尝试

达到近似效果。
假定当年申请开发区但未被批准的城市在 １ 年、 ２ 年、 ３ 年或 ４ 年后的再次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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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中获得了批准， 这样就可将实验组城市在获批当年之后的第 １ 年、 第 ２ 年、 第 ３
年或第 ４年才获得批准的其他城市依次作为对照组城市再分别做 ４次 ＤＩＤ检验来观

察开发区政策对城市企业出口参与的因果效应， 若 ＤＩＤ 系数仍显著则证明该因果

关系由于使用了更接近的城市作为对照组而更可信。 本文认为这样的设定具有合理

性， 因为即使能找到相同年份申请国家级开发区而又未被批准的城市作为对照组，
但这样的对照组城市由于本身就基本符合申请条件而很可能在一两年后的再次申请

中获批而成为实验组城市， 而若在一两年后即获批， 这样的对照组城市真正可作对

照组的时间也只有一两年， 考虑到开发区的前期建设和招商引资可能需要一定的时

间而几年后才能发挥出集聚经济的政策效力， 只用这一两年的时间跨度来观察开发

区政策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很可能因政策效力还未发挥出来而得出错误结论， 因

此本文把时间跨度设定为 １年、 ２年、 ３年和 ４年。
表 ６第 （１） 列报告了将当年申请国家级开发区未被批准但之后被批准的所有

城市设定为对照组的 ＤＩＤ估计结果， 第 （２） － （５） 列依次报告了将当年申请国

家级开发区未被批准而在 １年、 ２年、 ３ 年或 ４ 年后被批准的城市设定为对照组的

ＤＩＤ估计结果。 同预期相符， 当年未批准而 １年或 ２年后批准的城市作为对照组的

估计系数的显著性相对较弱， 而当年没有批准但在 ３年或 ４年后批准的城市作为对

照组的估计系数显著性则更强。 第 （１） － （５） 列整体的开发区政策系数估计值在

０ ０７左右， 较基准回归模型的 ０ １５７ 有一定下降， 但显著性水平仍然良好， 反映

出用更相似的城市作为对照组可得到开发区对企业出口促进作用更真实的估计。

表 ６　 将当年申请国家级开发区没有被批准而之后被批准的城市设定为对照组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城市出口企业数量 （自然对数）
所有被批准 一年后批准 两年后批准 三年后批准 四年后批准

（１） （２） （３） （４） （５）

国家级开发区设立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５∗∗∗

（２ ６２） （１ ９８） （１ ７８） （２ ３７） （２ ６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５６ ３０２ ４２２ ５２０ ５３０
Ｒ２ ０ ４３６ ０ ５００ ０ ４１０ ０ ４３５ ０ ４３３

注： 括号中为 ｔ统计量；∗、∗∗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所有回归均采用了以城市为聚类
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３ 剔除开发区内的企业而只考虑开发区外的企业

开发区政策对当地企业最直接的影响是对区内企业在土地、 资金、 税收和补贴

等方面提供政策优惠， 即政策效应； 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政策效应吸引了大量优质

（出口） 企业在开发区内形成空间上的高度集聚， 根据马歇尔的三个外部性可认为

这种集聚能为当地开发区外的企业带来出口知识溢出等外部性， 即集聚效应。 本文

希望研究集聚效应是否利于促进当地企业的出口参与， 通过将样本设定为城市内所

有的出口企业而非局限于开发区内的出口企业， 但是这样的实验样本也包含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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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的出口企业， 因而基准回归得到的因果关系同时包含了集聚效应和政策效应。
本文剔除位于开发区内的出口企业而只考虑位于开发区外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进行

稳健性检验 （结果见表 ７）， 即可识别出是集聚效应 （溢出效应） 而非政策效应促

进了当地企业出口参与。
表 ７第 （４） 列的 ＤＩＤ结果显示开发区的设立使该城市开发区外的出口企业数

量的年增长率显著增加 １７ ５％， 相比城市内所有企业的全样本估计结果系数绝对

值高出 １ ８个百分点。 结果显示： 第一， 开发区政策对该城市开发区外企业出口参

与的推动作用非常显著， 这样的推动作用只来自于集聚效应而非政策效应； 第二，
开发区政策对开发区外企业出口参与的推动作用强于开发区内企业， 即开发区政策

在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上发挥的集聚效应强于政策效应。 从本文提出的理论机

制———出口知识溢出这一角度， 可解释为由于公路、 汽车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
开发区政策引导的集聚经济的出口知识溢出效应在整个地级市范围内 （包括下属

区、 县） 普遍存在， 由于开发区内的土地面积比区外广阔的土地要小得多， 开发

区的企业数量承载力相应就比区外小得多， 因此开发区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对区外

企业出口参与的促进作用在边际效应和提升空间上都比区内企业强。

表 ７　 剔除开发区内的企业而只考虑开发区外企业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城市出口企业数量 （自然对数）

单差法 双重差分法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国家级开发区设立
０ ７６５∗∗∗ ０ ３０９∗∗∗ ０ １２６∗∗ ０ １７５∗∗∗

（５ ８０） （３ ８７） （２ ５７） （３ ２９）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 ９９９ ２ ０５７ ２ ９９９ ２ ０５７
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７６７ ０ ００５ ０ ３９６

注释： 括号中为 ｔ统计量，∗∗、∗∗∗分别代表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所有回归均采用了以城市为聚类变量的聚
类稳健标准误。

４ 变换处理组城市的安慰剂检验

参考刘甲炎和范子英 （２０１３） ［２８］的安慰剂检验方法———变换处理组检验， 其思

路同模型 （９） 的平行趋势检验类似， 不同在于这里直接将部分未设立开发区的控

制组城市 “视为” 处理组城市进行虚拟实验， 若虚拟开发区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

依然显著， 则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是开发区政策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参与， 在实验

年份里还有其他未考虑的推动企业出口参与的因素。 实际操作中， 先将原样本中所

有实验组城市剔除， 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８９个未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控制组城市数

据， 进而在这些控制组中选取部分城市 “视为” 处理组进行一次虚拟实验， 具体

选取原则是尽可能与当年实际设立开发区的城市的经济特征相似， 为此本文采用倾

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方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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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ＰＳＭ方法进行 １ ∶ １匹配得到与各年度实际处理组城市倾向得分最接近的

延安市等 ４１个控制组城市作为虚拟处理组城市， 同时将剩下的丽江市等 ４８个地级

市继续作为控制组城市进行单差法和双重差分法的虚拟实验， 结果如表 ８。 表 ８ 第

（１）、 （２） 列分别反映了未控制和控制其他变量和因素的情形下单差法的估计结

果， 第 （３）、 （４） 列分别反映了未控制和控制其他变量和因素的情形下双重差分

法的估计结果， 发现第 （１） — （４） 列中虚拟开发区政策估计系数统计上均不显

著， 表明在开发区设立之年， 与实际处理组城市具有相近概率获批设立开发区的控

制组城市在实验前后没有其他因素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出口参与， 验证了正是开发

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参与， 且安慰剂检验结果在两种估计方法、 是否控制

其他变量和因素的情形下保持稳健。

表 ８　 变换处理组城市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城市出口企业数量 （自然对数）

单差法 双重差分法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国家级开发区设立
（虚拟实验）

０ １７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８
（０ ７５） （－０ ３４） （－０ ２６） （０ ４３）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 ２８５ ８４１ １ ２８５ ８４１
Ｒ２ ０ ００２ ０ ６８８ ０ ２４２ ０ ３６７

注： 括号中为 ｔ统计量， 所有回归均采用了以城市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模型将企业出口固定成本内生化， 得出在均衡状态

下， 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会降低出口固定成本从而提高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
且当集聚经济降低出口固定成本的效应 θ 越大时， 企业出口概率对集聚经济的弹性

也越大。 在理论基础上，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４ 个地级市层面的平衡面板数

据， 通过准实验检验和平行趋势检验后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是否促

进了当地企业出口参与进行实证检验， 结论如下： 第一， 控制城市经济变量、 时间

效应和地区效应后， 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使城市出口企业数量的年增长率显著增加

１５ ７％； 第二， 国家级开发区促进企业出口参与的效力随时间呈先升后降的倒 Ｕ
型， 且在实验后第 ３年达到最大， 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出口参与的推动作用至少持续

三至四年； 第三，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变换处理组检验证明正是开发区政策显著

促进了企业出口参与， 且因果关系的安慰剂检验在不同估计方法和步骤下保持

稳健。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中国入世后， 广阔的海外需求扩大了外贸企业出口集约

边际，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极大释放了我国既有出口企业的出口潜能。 而入世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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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外需求冲击逐渐减弱并稳定， 如何在政治经济环境高度不确定的后金融危机时

代推动我国出口新一轮快速增长———以开发区为代表的产业政策给出了较好答案。
在我国出口集约边际增长减缓的情况下， 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大力推进开发区政策，
通过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来降低出口固定成本， 以扩大我国出口广延边际。 尤为重

要的是， 开发区政策应适当提高出口企业引进比例， 同时注重出口国家的多元化以

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带来的 （出口市场） 知识溢出效应， 以此推动更多的本土企业

以更低的固定成本进入多元海外市场， 从而实现出口广延边际扩张带动集约边际增

长以保障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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