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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外开放是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决策。 然而， 对外

开放是否缩小了中美两国的技术差距。 本文采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中国制造业最为细

分的 ４ 位码行业数据， 考察了贸易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对中美制造业技术

差距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出口贸易不利于缩小中美技术差距， 进口贸易显著缩

小了中美技术差距， ＦＤＩ 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从影响渠道来看， 进口贸

易的竞争效应比溢出效应更能缩小中美技术差距； ＦＤＩ 的竞争效应缩小了中美技术

差距而溢出效应扩大了中美技术差距；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通过资源再配置和降低融资

约束缩小了中美技术差距； 贸易开放和引进外资对于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影

响作用及影响渠道不同， 具有比较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差距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０） ０１－０１１０－１７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１９９０ 年中国制造

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 ２ ７％， 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 占全世

界比重达到 １９ ８％， 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第一大国。 然而，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

强， 很多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因此， 研究中国制造业如

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扩大开放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赶超。 然而， 出口

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大规模引进外资是否真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一

方面， 国际贸易和吸引外资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而缩小

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另一方面， 低附加值的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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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加大了低端生产和技术锁定的风险， 不利

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那么， 贸易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是否有助

于缩小中国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呢？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中国制造业最为细分的 ４ 位码行业面板数据， 以美国

代表技术前沿国家， 考察了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对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影响。 研究结

果表明， 出口贸易不利于缩小中美技术差距， 进口贸易显著缩小了中美技术差距，
ＦＤＩ 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对影响渠道的分析发现， 进口贸易的竞争效应

比溢出效应更能缩小中美技术差距； ＦＤＩ 的竞争效应缩小了中美技术差距而溢出效

应扩大了中美技术差距；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降低融资约束显著缩

小了中美技术差距。 本文的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 文献综述

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寻求技术赶超的重要策略。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国际贸

易和跨国投资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可以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 从而缩小东道

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基于这种理论以及国家发展的需要， 发展中国家纷纷实

施对外开放政策， 希望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 但是，
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 比如， Ｒｏｄｒｉｋ （１９８８） ［１］、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和 Ｒｏｄｒｉｋ （２０００） ［２］

认为， 与贸易开放相比， 贸易保护更能增加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 激励企业增加技

术投资， 从而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赶超。
从经验研究看， 对外开放对技术赶超的影响尚未定论。 一类研究表明， 贸易开

放和 ＦＤＩ 是本国实现技术赶超的重要因素。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和 Ｙｉ （２０１５） ［３］ 认为， 贸易开

放促进了韩国赶超 Ｇ７ 国家的人均产出和制造业人均增加值。 Ｌｅｅ （２０１６） ［４］利用韩

国过去 ５０ 年的数据， 发现贸易开放缩小了韩国与美国的人均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

差距。 Ｄａｍｉｊａｎ 和 Ｋｎｅｌｌ （２００５） ［５］发现， 贸易和 ＦＤＩ 有助于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

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Ｇｌａｓ 等 （２０１６） ［６］ 认为， 资本品进口和 ＦＤＩ 有助

于金砖国家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另一类研究表明，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并没有推动技术赶超反而扩大了技术差距。

Ｓａｂｉｒｉａｎｏｖａ 等 （２００５） ［７］使用捷克和俄罗斯的制造业企业数据， 发现 ＦＤＩ 对捷克和

俄罗斯的企业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 从而加大了两国企业与技术前沿企业的技术差

距。 Ｂｌｅｃｋｅｒ 和 Ｅｓｑｕｉｖｅｌ （２０１０） ［８］认为， 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了墨西哥的贸

易开放并吸引了大量的 ＦＤＩ， 但是却扩大了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的生产率差距。
Ｋｅｈｏｅ 和 Ｒｕｈｌ （２０１０） ［９］综述了对外开放没有促进墨西哥生产率增长和经济赶超的

相关文献。
针对中国的情况， 郭克莎 （２０００） ［１０］、 黄勇峰和任若恩 （２００２） ［１１］以及陆剑等

（２０１４） ［１２］比较了中国制造业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赵玉林和谷军健

（２０１８） ［１３］测度并比较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美制造业发展质量， 发现中美制造业全要

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距， 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分析影响中美技术差距变动的原因。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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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等 （２０１１） ［１４］发现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行业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影响具

有显著差异。 杨飞 （２０１７） ［１５］考察了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影响因

素， 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中国入世前对中美技术差距没有显著影响， 而在中

国入世后显著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以上针对中国的研究使用的都是中国制

造业 ２ 位码行业的数据。 平新乔等 （２００７） ［１６］使用中国 ２００４ 年的横截面普查数据，
研究发现 ＦＤＩ 没有缩小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本文与已有研究的区别在于： 第一，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数据缺失） 中国制造业最为细分的 ４ 位码行业数据测算了中美制造业行业的技

术差距， 与使用制造业 ２ 位码行业数据相比 （陆剑等， ２０１４； 杨飞， ２０１７）， 更加

细分的行业数据能够更好地控制不可观测的行业属性， 使得分析结果更为精确； 第

二， 本文测算的中美制造业行业技术差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 虽然部分文献考察了中国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平新乔等， ２００７； 魏伟等，
２０１１）， 但是由于外资企业的生产率会受到中国国内因素的影响， 所以测度结果会

引致内生性问题。 本文测算并分析了中美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差距， 由于美国制造业

技术水平几乎不受中国国内因素的影响， 所以本文的测算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技术差距变量的内生性。

二、 中美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差距

（一） 技术差距的测算

因为技术水平难以直接观测， 所以本文使用生产率来度量技术水平， 并且用生

产率差距来测度技术差距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１７］； Ｃｈｅｒｉｆ， ２０１３［１８］ ）。 为了测度中

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技术前沿国家的差距， 选择美国作为技术前沿国家， 原因在

于： 第一， 美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数据可得且比较完整； 第二， 过去几十年美国始

终处于世界技术前沿， 能够很好地代表世界技术前沿水平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杨飞， ２０１７）。

本文分别使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中美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差距。
具体而言， 首先， 借鉴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０９） 的做法， 采用劳动生产率差距来测度技

术差距， 本文使用美国的 ３ 年期移动平均劳动生产率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测度

两国制造业的技术差距①， 中美制造业行业技术差距可以表示为：

ＬＰＧＡＰ ｉｔ ＝
１
２ ∑

２

τ ＝ ０
ＬＰＡ

ｉｔ－τ － ＬＰｃ
ｉｔ （１）

其中， ｉ 表示行业， ｔ 表示年份， ＬＰＡ 和 ＬＰＣ 分别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劳动生产

率， 劳动生产率使用行业增加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
其次， 借鉴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等 （２００４） ［１９］和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０９） 的做法， 采用中国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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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３ 年移动平均可以降低测量误差对技术差距时序变化的影响。 为了不减少样本数据， 没有对中国的行

业劳动生产率进行 ３ 年移动平均。 此外， 使用美国年度数据 （不做 ３ 年移动平均处理） 测度技术差距， 分析

结果保持稳健。



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来刻画两国制造业的技术差距。 具体来看， 以全要素生产率

测度的中美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差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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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Ｙｊ、 Ｌｊ 和 Ｋｊ （ ｊ ＝ ｛Ａ， Ｃ｝ ） 分别表示行业增加值、 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

（Ａ 代表美国， Ｃ 代表中国）， ｓ－＝ １
２

（ｓＡｉｔ＋ｓＣｉｔ） 表示美国和中国行业增加值中劳动份额的

平均值。 依据上述测算方法， 式 （１） 和式 （２） 测算的数值越大， 意味着中美制造业

行业技术差距越大。 需要说明的是， 因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美国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

（ＵＳＬＰ） 的变化非常小 （见表 １）， 可以认为样本期内美国制造业技术水平基本不变，
所以中美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差距变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技术水平

变动。
表 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美国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

年份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ＵＳＬＰ １１ ６６ １１ ６９ １１ ７０ １１ ７０ １１ ７３ １１ ７６ １１ ８１ １１ ８４ １１ ８８ １１ ９０ １１ ９４ １１ ９６

注： 样本期不包括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二）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制造业行业

数据库 （ＮＢＥＲ－ＣＥ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由于国家统计局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对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国家标准进行了修订， 使得 ２００３ 年前后中国

制造业行业 ４ 位码代码不一致， 本文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０］的匹配方法将 ４ 位码

制造业行业代码协调统一。 此外， 由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缺

失了重要的财务指标， 所以舍弃了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 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

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数据加总而得。
在测算中美制造业行业技术差距时， 中国和美国的行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的数

据可以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制造业行业数据库直接获取。
由于中国和美国的资本存量数据在测算方法和价格平减方面存在差异， 所以本文借

鉴陆剑等 （２０１４） 的测算方法重新构造了中国的资本存量。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

影响， 使用美国行业产出缩减指数和中国行业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平减美国和中国的

行业增加值。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制造业行业数据库提供了美国制造业行业的就业、 产出和

资本等相关数据。 为了统一变量的量纲， 使用相关年份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平

均价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 由于中国和美国使用了不同的制造业行业代码， 所以无

法直接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以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 ＩＳＩＣ 第 ３ 版） 代码为中介将两

国的制造业行业代码进行了统一。
（三） 技术差距的描述性分析

首先， 本文从时间维度上描述样本期中美制造业的平均技术差距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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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１）。 其中， ＬＰＧＡＰ 是以劳动生产率测算的技术差距， ＴＦＰＧＡＰ 是以全要素生

产率测算的技术差距， 两种测算结果基本一致。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

期间中美制造业的技术差距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 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和生产

率水平逐渐提高， 与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 这与陆剑等 （２０１４） 的研

究结果较为类似。 但是， 金融危机之后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中美制造业的技术差距开

始增加， 表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和生产率水平有所下降， 与美国制造业技术差距开

始扩大①。 从时间维度看， 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在样本期的大多数年份在不断缩

小， 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扩大趋势。

图 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其次， 本文测算了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中美制造业各个行业的平均技术差距。 图 ２
报告了以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２９ 个大类的中美制造业

行业的技术差距②， 与以劳动生产率测算的结果基本一致。 从各个行业来看， 随着

时间的推移中美各行业的技术差距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从行业技术差距的中值来

看， １９９８ 年中美技术差距的中值为 １ ６８， ２００４ 年下降到 １ １３， 下降了 ０ ５５； ２０１０
年中美技术差距的中值进一步下降到 ０ ５１。 ２０１０ 年， 中美大部分行业的技术差距

皆显著缩小， 如农副食品加工业， 皮革、 毛皮、 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通信设

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其中，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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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扩大的可能原因是， ２００８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

使得中国生产率的下降幅度大于美国生产率的下降幅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报告， 中国的劳动生

产率增长率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３ １％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８ ６％， 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１ ４％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７％。 但是考虑到金融危机年份的数据可得性和重大政策的影响， 本文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中美制造

业技术差距的变化持谨慎态度。
由于缺少制造业中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的相关数据， 所以剔除了该行业。 考虑到 ２０１１ 年的

个别数据存在异常， 本文报告的各行业的技术差距截至 ２０１０ 年。



纤维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甚至超过

了美国。 但是， 饮料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医

药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依然与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

图 ２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中美制造业各行业技术差距

三、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

（一）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对中美制造业行业技术差距的影响， 设定以下计量

模型：
ＧＡＰ ｉｔ ＝α＋β１ＥＸＰ ｉｔ－１＋β２ＩＭＰ ｉｔ－１＋β３ＦＤＩｉｔ－１＋∑ｋ＝１

γｋＸｋ，ｉｔ－１＋σｉ＋μｔ＋εｉｔ

其中，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 ＧＡＰ 表示中美技术差距， ＥＸＰ 表示出口贸

易， ＩＭＰ 表示进口贸易， ＦＤＩ 表示外国直接投资， Ｘ 表示一组可能影响技术差距的

控制变量， σｉ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μ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考

虑到同期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共时性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从而引致参数

估计存在偏误， 本文以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作为回归元。
参考相关研究 （陆剑等， ２０１４； 魏伟等， ２０１１）， 本文引入控制变量： 研发强

度 （Ｒ＆Ｄ）， 研发活动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 它不仅影响企业的技术水

平， 而且其外溢效应有利于提高总的生产率； 资本产出比 （ＣＡＰＤ）， 根据增长核

算理论， 投资能够增加资本存量和资本形成， 新投资的资本设备往往具有更高的技

术含量， 因此资本形成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７） ［２１］； 私营化

改制 （ＰＲＩＶＡＴＥ）， 私营化改制可以通过强化市场竞争、 吸纳剩余劳动力和改善企

业治理结构等提高行业生产率； 规模效应 （ＳＣＡＬＥ）， 贸易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和

市场边界， 有利于企业利用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提高生产率； 产业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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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ＨＩ）， 产业集中度是反映产业竞争结构特征的重要指标， 市场竞争既可能激励企

业进行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 也可能因为挤压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从

而抑制创新投资和生产率的提升； 人力资本 （ＨＣ）， 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国内企业对

国际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而影响国内生产率， 为了消除不可观测的时序不变的行业

属性和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 引入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二） 变量测算

出口贸易使用行业的出口交货值与销售产值的比值来表示。 为了测算进口贸

易， 需要构建行业进口额。 为此本文先将中国进口产品的 ６ 位码 ＨＳ９６ 编码与国际

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 第 ３ 版） 代码进行匹配①， 然后将统一的中国制造业行业的 ４
位码代码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代码进行匹配， 再以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代码为中介将

６ 位码 ＨＳ９６ 编码与中国制造业行业 ４ 位码代码匹配起来， 从而得到中国制造业行

业的 ４ 位码行业进口额。 基于行业进口额数据， 进口贸易用行业进口额与总产值的

比值表示。 中国的进口贸易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ＦＤＩ 使用港澳台资本和外国资本之和与行业实收资本总额的比值来表示。

研发强度使用行业的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表示。 资本深化使用行业固定

资产年均净值与总产出比值的自然对数形式表示， 其中固定资产年均净值和总产出

分别使用前面构造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私营化改

制使用个人资本与行业实收资本总额的比值来表示。 规模效应使用以工业品出厂价

格指数平减的总产出表示， 对平减后的总产出取自然对数。 产业集中度使用赫芬达

尔—赫希曼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 表示， 即 ＨＨＩ＝∑ｓ２， 其中 ｓ 为某一

企业在该行业中的销售收入份额。 人力资本使用两个指标测度， 一个是人均工资

（ＨＣ＿Ｗ）， 即工资和福利之和与从业人数的比值； 另一个是职工教育支出与从业

人数的比值 （ＨＣ＿ Ｅ）。
（三） 基准结果

为了消除潜在的异方差和组内序列自相关问题， 本文使用聚类于行业层面的怀

特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表 ２ 报告了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对中美制造业行业技术差距的影

响结果。 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 出口贸易对技术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 说明出口贸

易不利于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进口贸易对技术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 说明进

口贸易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ＦＤＩ 对技术差距的影响为负但统计不显著， 说

明 ＦＤＩ 并没有显著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这与平新乔等 （２００７） 的研究结论

较为接近。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研发强度对技术差距具有正向影响， 说明研发支

出扩大了中美技术差距。 由于研发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李小平等， ２００８），
那么使用生产率测度技术差距时， 研发就扩大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资本产出比

对技术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资本产出比的提高扩大了技术差距， 即资本

形成抑制了生产率的提升， 不利于中国制造业行业实现技术赶超。 这可能是因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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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本要素的生产率较低， 过高的资本产出比并没有有效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

势， 从而增加资本产出比不利于技术赶超。 私营化改制对技术差距具有负向影响，
说明私营化改制提高了制造业行业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 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

距。 规模效应对技术差距的影响为负， 说明贸易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缩小了中美技

术差距。 产业集中度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人力资本的两个测度指标均对

中美技术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说明增加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地促进生产率的提

高和技术进步， 进而缩小中美制造业的技术差距。

表 ２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对中美制造业行业技术差距的影响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ＰＧＡＰ ＬＰＧＡＰ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ＥＸＰ
０ ５１０９∗∗∗ ０ ５１５４∗∗∗ ０ ５２１４∗∗∗ ０ ３１７２∗∗ ０ ３１９７∗∗ ０ ３２５３∗∗

（０ １８６９） （０ １８９５） （０ １９８８） （０ １４６８） （０ １４８０） （０ １６０３）

ＩＭＰ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ＦＤＩ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１９７

（０ １２０４） （０ １０５１）

Ｒ＆Ｄ
４ ９５９１∗ ４ ７２５４∗ ４ ６９９９∗ ４ １３６８∗ ４ ００８４∗ ３ ９８４６∗

（２ ７６５７） （２ ７３８１） （２ ７５９５） （２ ３８６３） （２ ３７２８） （２ ３８９５）

ＣＡＰＤ
０ ３８９２∗∗∗ ０ ３８９１∗∗∗ ０ ３８８８∗∗∗ ０ ４４４２∗∗∗ ０ ４４４２∗∗∗ ０ ４４３９∗∗∗

（０ ０６１１） （０ ０５９９） （０ ０６００） （０ ０５０３） （０ ０４９７） （０ ０４９７）

ＰＲＩＶＡＴＥ
－０ ３１５２∗∗∗ －０ ３２８４∗∗∗ －０ ３３６８∗∗ －０ ０７１７ －０ ０７９０ －０ ０８６８

（０ １１６１） （０ １１６８） （０ １３０６） （０ １０４６） （０ １０４９） （０ １１６８）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６１１∗ －０ ０７２９∗∗ －０ ０７２２∗∗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３４６） （０ ０３４２）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２４０） （０ ０２４０）

ＨＨＩ
－０ ２５２１ －０ ２８９２ －０ ２９３６ －０ ０３２８ －０ ０５３２ －０ ０５７３

（０ ２７９６） （０ ２８０８） （０ ２７６７） （０ ２３１０） （０ ２３１８） （０ ２３１０）

ＨＣ＿Ｗ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８）

ＨＣ＿ Ｅ
－０ １９０９∗∗∗ －０ １９２１∗∗∗ －０ １９２９∗∗∗ －０ ０７６２∗∗∗ －０ ０７６９∗∗∗ －０ ０７７７∗∗∗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４２２） （０ ０４３３）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２６６）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注： 括号中的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 首先， 出口贸易并没有缩小中美技术差距， 反而扩大了

中国制造业与美国的技术差距。 究其原因： 一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主要

是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优势以及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 这种粗放型的出

口模式不利于提高制造业行业的生产率， 从而不利于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 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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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环节，
加大了中国制造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风险， 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

步和生产率提升 （倪红福， ２０１７）。 其次， 进口贸易显著缩小了中美技术差距， 究其

原因： 一是先进技术、 资本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产品的进口， 这些资本密集型技术和资

本品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可观的技术溢出和知识积累， 能够有效地提高中国制造

业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 二是进口开放引致的外国竞争有助于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

和资源配置效率， 从而提升制造业行业生产率。 最后， ＦＤＩ 对缩小中美技术差距的作

用并不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 ＦＤＩ 产生的正向技术溢出和负向市场挤出对中美制造业

技术差距的影响相互抵消， 使得 ＦＤＩ 总体上没有显著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四、 影响渠道分析

本文考察了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对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贸易开

放和 ＦＤＩ 对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果。
（一） 进口和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

一方面， 进口开放和 ＦＤＩ 所带来的技术溢出会影响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从进

口开放看， 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所带来的物化型技术溢出有利于中

国制造业技术水平提升。 从引进外资看， 外资通过技术转移、 人员流动、 专利转让

等方式产生了技术和知识溢出， 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 进

口和外资开放通过改变市场竞争影响制造业生产率进而影响技术差距。 因此， 需要

考察进口和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
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测度， 因为进口技术溢出主要源自于进口的资本品和

中间品， 所以本文借鉴 Ｊｕｎｇ 和 Ｌｅｅ （２０１０） ［２４］的度量方法， 使用行业资本品和中间品

进口额之和与中间品投入的比值来测度进口技术溢出 （ＩＭＰＳ）。 为了得到行业的资本

品和中间品进口额， 本文首先根据联合国统计署网站提供的 ＨＳ 编码与广义经济分类

代码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的对应表， 分离出进口产品中的资本品和中间品，
然后将 ＨＳ 编码与中国制造业的行业代码进行匹配， 最终得到行业资本品和中间品的

进口额。 关于进口竞争 （ ＩＭＰＣ）， 本文使用进口渗透率来测度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２５］， 即进口竞争＝进口额 ／ （进口额＋总产出－出口额）。 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于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中间品投入和总产出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
为了测度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 首先， 借鉴相关研究 （张海洋和刘海

云， ２００４［２６］； 魏伟等， ２０１１） 的做法， 使用外资企业的从业人数占行业从业人数

的比重来测度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 （ＦＤＩＳ）， 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人员流动对内资

企业的溢出效应； 其次， 外资进入增加了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 可能挤出内资

企业的市场份额， 从而产生竞争效应。 本文借鉴 Ｋｏｓｏｖａ （２０１０） ［２７］的度量方法， 使

用外资企业的市场销售收入占行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来测度 ＦＤＩ 的竞争效应

（ＦＤＩＣ）， 体现了外资企业的挤出效应。 表 ３ 报告了进口和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和竞争

效应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结果。
根据表 ３ 的回归结果， 从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来看， 进口贸易的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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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应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竞争效应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显著

为负， 这说明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均有助于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并且竞争效应比溢出效应更能缩小中美技术差距。

从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来看，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显

著为正， 竞争效应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 说明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扩大了中

美技术差距， 竞争效应则缩小了中美技术差距； 从影响程度来看， 溢出效应和竞争

效应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程度基本相同。 本文结果表明， 一方面， ＦＤＩ 的溢出效

应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中美技术差距， 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挖走了内资企业的

高技能劳动者或者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较弱等原因， 所以 ＦＤＩ 抑制了内资企业生

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扩大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Ｌｕ 等 （ ２０１７） ［２８］ 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 研究发现 ＦＤＩ 对国内企业生产率产生了显著

的负向影响。 另一方面， ＦＤＩ 的竞争效应显著缩小了中美技术差距， 说明 ＦＤＩ 带来

的竞争效应不仅刺激了内资企业进行研发， 而且使得低效率企业的资源流向高效率

企业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 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表 ３　 进口和 ＦＤＩ的溢出和竞争效应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ＥＸＰ
０ ５３０１∗∗∗ ０ ３３１２∗∗ ０ ６８０６∗∗∗ ０ ３９１６∗∗

（０ １９４３） （０ １５８４） （０ １９８９） （０ １７２９）

ＩＭＰ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ＩＭＰＣ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７）

ＦＤＩ
－０ ０５５８ －０ ０４００

（０ １１９１） （０ １０３３）

ＩＭＰ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４）

ＦＤＩＳ
０ ８４７７∗∗∗ ０ ２６０１∗

（０ １５２８） （０ １３２７）

ＦＤＩＣ
－０ ８３０５∗∗∗ －０ ２７５７∗∗∗

（０ １２９５） （０ １０３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３ ４２７ ３ ４２７

注： 括号中的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包含行业和

年份固定效应。

（二） 资源再配置

首先， 国际贸易与异质性企业理论表明， 贸易开放引致资源要素从低生产率企

业向高生产率企业转移， 并且通过优胜劣汰淘汰低效率企业， 从而实现资源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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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配置； 其次， ＦＤＩ 的引入不仅促进了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 而且

通过产业关联促进了上下游行业间的要素流动， 改善了要素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
从而提升行业总量生产率。

借鉴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２９］ 的行业总量生产率分解方法， 本文使用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份额的协方差来测度资源再配置 （ ＲＥＡ）。 其中， 使用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３０］的方法来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然后， 将资源再

配置与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的交叉项分别引入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的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

表 ４　 国际贸易和 ＦＤＩ对行业技术差距的影响渠道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ＥＸＰ ０ ７７４１∗∗∗ ０ ４８１８∗∗∗ ０ ６８００∗∗∗ ０ ５０６５∗∗

（０ １９４１） （０ １６２７） （０ ２５６５） （０ ２１６２）

ＩＭＰ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ＦＤＩ
－０ ０５７５ －０ ０５５１ ０ ４７３５∗∗∗ ０ １１９４

（０ １１４６） （０ １０１５） （０ １６５４） （０ １３８７）

ＥＸＰ×ＲＥＡ
－３ ４４７０∗∗∗ －２ １２９４∗∗∗

（０ ５９７６） （０ ３４５９）

ＩＭＰ×ＲＥＡ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９８）

ＦＤＩ×ＲＥＡ ０ ３９９５ ０ ７４１８

（０ ５９５８） （０ ５０９０）

ＲＥＡ １ １３１６∗∗∗ ０ ０７７６

（０ ３２３１） （０ ２９７５）

ＥＸＰ×ＦＣＯＮＳＴ
－１１ ４８８１∗ －１０ ７４１７∗

（６ ７６２９） （６ １５３７）

ＩＭＰ×ＦＣＯＮＳＴ
－０ １０７６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６６６） （０ ０３５１）

ＦＤＩ×ＦＣＯＮＳＴ
－２９ ７４２８∗∗∗ －９ ０３６９

（６ ３０７７） （５ ４９７２）

ＦＣＯＮＳＴ １５ ５８０８∗∗∗ ７ ４４２４∗∗∗

（２ ３０２７） （１ ８４７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注： 括号中的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包含行业和
年份固定效应。

从表 ４ 的回归结果来看， 出口贸易和资源再配置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 说明出口贸易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缩小了中美技术差距； 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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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源再配置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没有通过资源再配

置渠道缩小中美技术差距。 本文结果表明， 尽管出口贸易对技术差距的直接影响不

利于缩小中美技术差距， 但是出口贸易吸引劳动力等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

部门， 有效地提高了行业生产率， 因此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缩小了中美技术差距。
（三） 融资约束

Ｐｅｔｅｒｓ 和 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 （２０１５） ［３１］研究认为， 尽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技术引进， 但

是融资约束不利于国家引进更多的技术， 从而阻碍了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技术赶

超。 为了分析贸易和投资开放通过融资约束对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影响， 本文使

用行业利息支出与总负债的比值来测度融资约束 （ＦＣＯＮＳＴ）， 该比值越大意味着

融资约束程度越大。 将融资约束与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的交叉项引入计量模

型，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的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
表 ４ 的回归结果表明， 出口贸易和 ＦＤＩ 与融资约束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为负， 说明出口贸易和 ＦＤＩ 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缩小了技术差距； 进口贸易与融资

约束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说明进口贸易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对技术差距的影

响不显著。 此外， 融资约束对技术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 说明融资约束扩大了技

术差距。 本文的分析表明， 首先， 由于出口贸易不仅可以获得政策补贴， 而且可

以通过扩大市场份额增加企业利润， 因此出口贸易能够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

束， 从而有利于缩小中美技术差距； 其次， 外资进入提供了大量的外部资金， 缓

解了国内融资约束， 因此引进外资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中国制造

业技术赶超。

五、 稳健性分析

（一） 以购买力平价因子测算中美技术差距

本文使用汇率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 进而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测算了技术差

距。 由于汇率变化会影响中美技术差距的测算结果， 而且汇率变化难以反映币值的

实际变化， 为此使用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因子将美元和人民币转换为统一的量纲

（国际元）， 然后测算中美技术差距 （ＬＰＧＡＰ＿ ＰＰＰ 和 ＴＦＰＧＡＰ＿ ＰＰＰ）， 回归结果见

表 ５ 的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 回归结果表现稳健， 因此使用购买力平价因子测

算的中美技术差距并不影响分析结果。
（二） 剔除外资企业后再测算中美技术差距

由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技术优势， 所以有可能会

高估中国制造业自身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 引致所测算的中美技术差距存在偏差。
本文剔除行业内的外资企业， 再测算中美制造业行业技术差距 （ＬＰＧＡＰ＿ ＮＯＦ 和

ＴＦＰＧＡＰ＿ＮＯＦ）， 回归结果见表 ５ 的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 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三） 剔除出口企业后再测算中美技术差距

由于行业内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着较大的生产率差异， 所以为了检验中

美技术差距是否受行业内企业出口活动的影响， 本文剔除出口企业之后再测算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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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差距 （ＬＰＧＡＰ＿ＮＯＸ 和 ＴＦＰＧＡＰ＿ ＮＯＸ）， 回归结果见表 ５ 的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 回归结果表明剔除出口企业测算的中美技术差距基本不影响分析结果。

表 ５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对技术差距的影响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变量

以 ＰＰＰ 测算技术差距 剔除外资企业测算技术差距 剔除出口企业测算技术差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ＰＧＡＰ＿ＰＰＰ ＴＦＰＧＡＰ＿ＰＰＰ ＬＰＧＡＰ＿ＮＯＦ ＴＦＰＧＡＰ＿ＮＯＦ ＬＰＧＡＰ＿ＮＯＸ ＴＦＰＧＡＰ＿ＮＯＸ

ＥＸＰ 　 　 ０ ５２１４∗∗∗ 　 　 ０ ２６０６∗ 　 　 ０ ４９３６∗∗∗ 　 　 ０ ３６６７∗∗ 　 　 ０ ４９５５∗∗ ０ １９７５
（０ １９８８） （０ １５６０） （０ １６０９） （０ １４５８） （０ １９４８） （０ １９８２）

ＩＭＰ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１）

ＦＤＩ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１３５ ０ １７２５ －０ ０９１８ －０ ０５２３ －０ ０８６７
（０ １２０４） （０ １０６８） （０ １１４３） （０ ０９３２） （０ １３４５） （０ １０７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８ ３ ４８６ ３ ４８６ ３ ４８５ ３ ４７９
注： 括号中的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包含行业和
年份固定效应。

（四） 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

随着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不断开放， 不同技术特征的行业其技术进步的快慢可能

具有较大的差异。 为此本文根据 ＯＥＣＤ 的分类标准， 将中国的制造业行业分为低技

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①， 然后分别考察国际贸易和 ＦＤＩ 对两类行业技术差距的影

响， 回归结果见表 ６。 总体来看， 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对中

美技术差距的影响结果保持稳健。

表 ６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对中美高低技术行业技术差距的影响结果

变量

低技术行业 高技术行业

（１） （２） （３） （４）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ＥＸＰ ０ ４２２０∗∗ ０ ２２５７ ０ ５７５９ ０ ３３６４

（０ １８１２） （０ １５２７） （０ ３７９９） （０ ３０４４）

ＩＭＰ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２）

ＦＤＩ
－０ １６２０ －０ １１６８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３８３

（０ １３９０） （０ １３０２） （０ ２１３０） （０ １７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２ １０８ ２ １０８ １３ ８０ １３ ８０

注： 括号中的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包含行业和年份固定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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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ＯＥＣＤ 制造业技术划分标准将制造业分为四类， 分别为高技术行业、 中高技术行业、 中低技术行业和

低技术行业。 本文将高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归并为高技术行业， 将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归并为低

技术行业。



（五） 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

考虑到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可能不同， 本文进一步检验贸易

和投资开放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 为此以行业资本劳动比的

中值为基准， 将资本劳动比大于等于中值的行业归为资本密集型行业， 将资本劳动

比小于中值的行业归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回归结果见表 ７。 总体来看回归结果基本

保持稳健。

表 ７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结果

变量

资本密集型行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

（１） （２） （３） （４）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ＥＸＰ １ １４７４∗∗∗ ０ ６２０６∗∗ ０ ２４７６ ０ １７７８

（０ ３８３２） （０ ２９６８） （０ １９９０） （０ １７６６）

ＩＭＰ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２）

ＦＤＩ ０ ０８９５ ０ ０１１０ －０ １９３６ －０ ０３８０

（０ １５２７） （０ １４８７） （０ １７２７） （０ １５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１７３７ １７３７ １７５１ １７５１

注： 括号中的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包含行业和
年份固定效应。

（六） 内生性问题分析

本文将滞后期的所有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生性影响。
但是为了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①， 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第一， 贸

易开放可能受到行业内垄断企业或市场势力较大企业的影响， 为此根据前面计算的

行业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ＨＨＩ）， 将行业按产业集中度由高到低排序， 并删除

产业集中度前 １０％的行业， 然后进行回归分析； 第二， 为了分享高增长行业带来

的市场扩张和高额利润， 外资会选择进入增长较快的行业， 因此技术差距较低的行

业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外资②， 为此本文将行业按技术差距由小到大排序， 并删除技

术差距前 １０％的行业， 再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 ８。 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之

后， 回归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没有改变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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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检验贸易开放、 ＦＤＩ 与中美制造业行业技术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效应， 本文使用出口贸

易、 进口贸易和 ＦＤＩ 分别对滞后期的技术差距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技术差距的估计系数均不显

著， 表明不存在反向因果效应。
从竞争的角度看， 外国直接投资可能选择进入增长较慢的行业， 这样能更加凸显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

为此本文将行业按技术差距由小到大排序， 并删除技术差距后 １０％的行业， 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表 ８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的内生性分析

变量

删除 １０％最高集中度行业 删除 １０％最小技术差距行业

（１） （２） （３） （４）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ＬＰＧＡＰ ＴＦＰＧＡＰ

ＥＸＰ ０ ７６１４∗∗∗ ０ ４３７８∗∗∗ ０ ３７１７∗ ０ ２７４７

（０ １７３７） （０ １３３１） （０ １９３０） （０ １６９２）

ＩＭＰ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１）

ＦＤＩ
－０ ０５４９ －０ ０７５９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１５４

（０ １１３８） （０ ０９３７） （０ １２８７） （０ １１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３ １３０ ３ １３０ ３ １４３ ３ １４７

注： 括号中的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包含行业和年份固定
效应。

六、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数据， 考察了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对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出口贸易不利于缩小中美制造

业技术差距， 进口贸易显著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ＦＤＩ 对中美制造业技

术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 第一， 进口贸易对缩小中美技术差

距的作用主要归因于进口的竞争效应而非溢出效应； 第二， ＦＤＩ 的竞争效应显

著缩小了中美技术差距而溢出效应扩大了中美技术差距， 这两种效应相互抵消

从而引致 ＦＤＩ 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 贸易开放和 ＦＤＩ 通过资源

再配置和降低融资约束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本文研究具有如下政策

启示。
第一， 加快转变出口贸易发展方式， 推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促进制造业生产

率提升， 努力缩小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逐渐实现技术赶超。
第二， 以进口开放促进中国制造业技术赶超。 与出口贸易相比， 中国的进口贸

易开放程度较低， 推动进口贸易开放将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方向。 进口贸

易的大量增加不仅带来了技术溢出， 而且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

的技术水平， 促进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赶超。
第三， 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以改善资源配置和降低融资约束， 从而提高中国

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贸易和投资开放能够促进要素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

生产率部门， 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提高制造业生产率。 引进外资可以缓解国内

企业的融资约束， 减小国内金融市场摩擦， 进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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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ＣＨＥＲＩＦ Ｒ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ａｐ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１０１

（１）： ２４８－２５５
［１９］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Ｒ， ＲＥＤＤＩＮＧ Ｓ， ＲＥＥＮＥＮ Ｊ Ｖ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ＯＥＣ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８６ （４）： ８８３－８９５
［２０］ ＢＲＡＮＤＴ Ｌ， ＶＡＮ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Ｊ， ＺＨＡＮＧ Ｙ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７ （２）： ３３９－３５１
［２１］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Ｊ， ＨＥＲＣＯＷＩＴＺ Ｚ， ＫＲＵＳＥＬＬ Ｐ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７， ８７ （３）： ３４２－３６２
［２２］ 李小平， 卢现祥， 朱钟棣  国际贸易、 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 ［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０８， ７ （２）： ５５０－５６４．
［２３］ 倪红福  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１）： ４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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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ＪＵＮＧ Ｍ， ＬＥＥ Ｋ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０， １９ （４）： １０３７－１０６９

［２５］ ＢＬＯＯＭ Ｎ， ＤＲＡＣＡ Ｍ，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Ｊ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６， ８３ （１）： ８７－１１７

［２６］ 张海洋， 刘海云  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影响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０４ （３）：
７６－８１．

［２７］ ＫＯＳＯＶＡ Ｒ Ｄ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ｒｍｓ Ｃｒｏｗｄ ｏｕ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ｉｒｍ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９２ （４）： ８６１－８８１

［２８］ ＬＵ Ｙ， ＴＡＯ Ｚ， ＺＨＵ 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ＦＤＩ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 １０７）：
７５－９０

［２９］ ＯＬＬＥＹ Ｇ Ｓ， ＰＡＫＥＳ Ａ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Ｅｃｏｎ⁃
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１９９６， ６４ （６）： １２６３－１２９７

［３０］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Ｊ， ＰＥＴＲＩＮ 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Ｊ］ ．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３， ７０ （２）： ３１７－３４１

［３１］ ＰＥＴＥＲＳ Ｋ， 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 Ｍ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Ｗｈ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Ｍａｙ Ｆａｉ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４８ （３）： １０９９－１１１９

（责任编辑　 王　 瀛）

Ｄｏｅｓ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ＬＩ Ｃｈａｎｇ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ｏｅｓ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ａｔａ， 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ＦＤＩ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ｕｔ ｉｍ⁃
ｐｏｒｔ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ｇａ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ＤＩ ｉ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ｂｏ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
ｌａｒ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ＤＩ ｗｉｄｅｎ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ｕ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ｉ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ＦＤＩ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ＦＤＩ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ＦＤ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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