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口退税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事实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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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 在测算中

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基础上， 研究了出口退税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出口

退税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且通过了异质性检验； 出口退税引致出

口国内附加值率上升的一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大于其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成本加成

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从出口退税的视角解释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事

实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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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出口退税政策是政府调节本国出口的重要政策工具， 备受学术界的关注。 现有

文献对出口退税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 从出口量的视角研究出口

退税的政策效果。 Ｐａｎａｇａｒｉｙａ （１９９２） ［１］、 Ｃｈａｏ 等 （２００１［２］， ２００６［３］） 以及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０６） ［４］分别基于一般均衡模型和古诺竞争局部均衡模型， 从理论方面探讨出口

退税对一国出口规模的影响， 均得出相似的结论， 即出口退税促进了出口规模扩

张。 在实证方面， 陈平和黄健梅 （ ２００４） ［５］、 王孝松等 （ ２０１０） ［６］、 白重恩等

（２０１１） ［７］分别利用 ＥＣＭ 模型和倍差法进行考察， 发现出口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中

国的出口贸易。 第二， 出口退税本质上是一项贸易政策。 这类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

开， 一方面，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８］、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２） ［９］ 及钱学

锋等 （２０１５） ［１０］考察了出口退税与成本加成率的关系， 发现出口退税对成本加成率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 也有学者研究了出口退税与资源误置的关系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５；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１１］ ）。 他们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即中

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加剧了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以及行业之间的资源误置程度。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关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的研究。 事实

上， 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研究， 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热点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１２］；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３］）。 理论方面， 部分学者用外包理论来

分析垂直专业化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７［１４］；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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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１５］， ２０１２［１６］ ）。 实证研究则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 聚

焦于对 ＤＶＡＲ 的测算和改进。 较早的文献用投入—产出表从行业层面测算了 ＤＶＡＲ
（Ｈｕｍ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１７］；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但这种测算方法存在较大的

缺陷， 一是无法捕捉外生冲击 （如价格变化） 对企业投入产出决策的影响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二是不能反映企业的异质性， 难以深入到对变化机制和

决定因素的研究； 三是数据本身的缺陷 （每 ５ 年报告一次） 限制了对 ＤＶＡＲ 变化

趋势的分析。 为克服宏观测算方法的上述缺陷， 不少学者开始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

海关匹配数据的微观方法测算企业 ＤＶＡＲ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８］； 张杰等，
２０１３［１９］；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３［２０］， ２０１６［２１］）， 这一方法逐渐被学界接受和仿效。 第

二， 关于中国 ＤＶＡＲ 影响因素的研究。 学者从外商直接投资、 贸易自由化、 人民

币汇率升值等方面对 ＤＶＡＲ 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余淼杰和崔晓敏， ２０１８［２２］；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２３］ ）。 此外， 还有学者

从上游垄断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２４］、 最低工资标准 （余淼杰等， ２０１８） ［２５］和

要素市场扭曲 （高翔等， ２０１８） ［２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综上可知， 关于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出口效应和贸易政策等方

面， 鲜有文献探讨出口退税政策与企业贸易利得的关系。 在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背景下， 产品内分工普遍存在， 用传统的贸易总量已经不能准确衡量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贸易利得。 已有文献指出， 一国 ＤＶＡＲ 不仅反映了其垂直分工程度， 也是衡

量其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贸易利得的重要途径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 归纳出口退税政策可能影响中国企业 ＤＶＡＲ

的内在机理，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 尝试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 本文

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和丰富了已有研究： 第一， 本文将出口退税纳入统一的分析框

架， 系统研究出口退税对 ＤＶＡＲ 的影响效应， 发现出口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

的 ＤＶＡＲ； 第二， 在关键指标替换、 内生性处理和异质性分析等稳健性检验后， 本

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第三，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 出口退税不仅通过一般贸易占

比上升促进了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即所谓的一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 还通过抑制企业

成本加成率这一渠道对企业 ＤＶＡＲ 产生抑制作用， 即所谓的成本加成效应， 但是

一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的促进作用大于成本加成效应的抑制作用， 这就从出口退税

的视角解释了中国企业 ＤＶＡＲ 逐年提升的事实与机制。

一、 影响机制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 机制分析

本文分析出口退税对企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机制， 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的研究思路， 从理论上推导得到 ＤＶＡＲ 的数学表达式①：

ＤＶＡＲ ｆｔ ＝ １ － ｘＭ
１

ｍｋｐｆｔ

１
１ ＋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ｋ－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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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篇幅限制， ＤＶＡＲ 的数学表达式的具体推导过程备索。



由式 （１） 可知， 企业 ＤＶＡＲ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由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ｍｋｐｆｔ） 决定， 根据式 （１） 求 ｍｋｐｆｔ 的一阶导数得到：
∂ＤＶＡＲ ｆｔ

∂ｍｋｐｆｔ

＝ ｘＭ
１

ｍｋｐ２
ｆｔ

１
１ ＋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ｋ－１ （２）

由式 （２） 可知， 成本加成率 （ｍｋｐｆｔ） 的提高能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其背

后的经济学机理是： 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 意味着企业扩大了总产出与总投入的

比值， 企业获利能力增强有助于提高企业利润率， 最终引致企业 ＤＶＡＲ 的提高。
１ 成本加成 （ｍｋｐｆｔ） 渠道

成本加成率这一概念来源于产业组织理论， 被定义为企业定价与边际成本之

比， 既反映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和市场势力， 也代表了市场的竞争程度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Ｂｉｅｓｂｒｏｃｋ， ２０１５［２７］； 祝 树 金 和 张 鹏 辉，
２０１６［２８］）。 从理论方面来看， 成本加成率与市场竞争程度负相关 （Ａｔｋｅ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８［２９］；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３０］； Ｅｐｉｆａｎｉ ａｎｄ Ｇａｎｃｉａ， ２０１１［３１］ ）， 市场

中企业数量影响着市场的竞争程度。 学者用赫芬达尔指数和市场集中度来度量市场

的竞争程度， 也证实了市场竞争加剧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负向影响 （Ｔｙｂｏｕｔ，
２００３［３２］； Ｋｏｎｉｎｇ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３３］； Ｇｏｒｇ ａｎｄ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０６［３４］ ）。 钱 学 锋 等

（２０１５） 在 Ｍ－Ｏ 模型基础上， 从比较静态的视角出发， 将出口退税率添加到模型

中，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 从理论上解释

了出口退税政策通过促进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进入不同市场的临界成本， 进而降低

了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２） 指出中国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率长期

处于低水平状态， 是由于长期的出口退税政策及出口行业过度竞争所致。 由此可

见， 出口退税政策会引致出口市场竞争效应提升，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会降

低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
∂ＤＶＡＲ ｆｔ

∂ｍｋｐｆｔ
＞０， 结合本节分析

∂ｍｋｐｆｔ

∂ｔａｘｆｔ
＜０， 可以进一步

推导出
∂ＤＶＡＲ ｆｔ

∂ｔａｘｆｔ

＝
∂ＤＶＡＲ ｆｔ

∂ｍｋｐｆｔ

∂ｍｋｐｆｔ

∂ｔａｘｆｔ
＜０， 这表明出口退税通过成本加成渠道降低了企业

的 ＤＶＡＲ。
２ 一般贸易占比的调节效应

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在不同的贸易方式间存在差异化， 针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

易制定了不同的出口退税政策。 具体来说， 一般贸易实行 “先征后退” 的退税政

策， 而加工贸易实行 “不征不退” 的退税政策。 加工贸易类的出口 （无论是来料

还是进料加工） 因为在进口环节没有缴纳增值税， 所以， 一般而言， 出口无须退

税， 或者仅仅针对国内小部分的中间投入要素退增值税， 而一般贸易产品的生产多

采用国内要素， 因而增值税的退税也比较多， 所以一般贸易享受的退税税率要高于

加工贸易 （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４） ［３５］。 一方面， 优惠的退税政策会促使一般贸易

企业进一步扩大出口， 出口占比上升； 另一方面， 可能引致一些企业为享受更优惠

的退税政策而由加工贸易方式转向一般贸易方式出口， 使一般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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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重上升， 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下降， 而一般贸易占比上升会引致企业 ＤＶＡＲ
上升。 究其原因， 本文给出的解释是： 第一， 一般贸易主要是利用国内中间投入要

素进行生产再出口， 国内附加值含量高； 第二， 一般贸易的 ＤＶＡＲ 要远远高于加

工贸易的 ＤＶＡＲ （张杰等， ２０１３； 高翔等， ２０１８）， 一般贸易比重上升， 加工贸易

比重下降， 总体来看一般贸易的增加必将提升整体的 ＤＶＡＲ。
（二） 研究假说

根据前文的机制分析可知， 出口退税会抑制成本加成率 （ｍｋｐｆｔ） ， 降低企业的

ＤＶＡＲ， 即成本加成效应。 与此同时， 出口退税会提高一般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
促进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即一般贸易占比的调节效应。 结合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率不断攀升的客观事实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本文认为一般贸易占比的调节效应大于成本加成效应。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

研究假说。
假说 １：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出口退税促进了企业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假说 ２： 出口退税主要通过成本加成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的调节效应两个渠道

影响企业的 ＤＶＡＲ， 且一般贸易占比的调节效应大于成本加成效应。

二、 计量模型、 指标测度与数据处理

（一） 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研究的核心在于考察出口退税对 ＤＶＡＲ 的影响。 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

上， 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Ｄｖａｒｆ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ａｘｆ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ｉ ＋ βｔ ＋ εｆｉｔ （３）

其中， 下标 ｆ 为企业， ｒ 为地区， ｉ 为 ３ 分位行业， ｔ 为年份。 Ｄｖａｒｆｉｔ 为企业在不

同年份的 ＤＶＡＲ， 反映企业获得的真实贸易利得和出口竞争优势。 ｔａｘｆｔ 是本文的核

心解释变量， 表示企业层面出口退税率指标。 Ｘ ｆｉｔ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具体包

括： 企业规模 （ ｓｃａｌｅ）， 采用企业的销售额＋１ 取自然对数表示； 企业年龄 （ａｇｅ）
用当年年份—开业年份＋１ 取自然对数表示； ｓｔａｔｅ 为是否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１ 为

国有企业， ０ 为非国有企业）； ｆｄｉ 为是否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１ 为外资企业， ０ 为

非外资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ｌｐ）， 采用 ＬＰ 法测算＋１ 取自然对数表示； 融资约

束 （ ｆｉｎａｎｃｅ）， 用应收账款与固定资产的比值＋１ 取自然对数。 此外， 考虑到回归模

型中可能会因为遗漏解释变量而引致估计结果有偏， 为降低有偏影响， 本文在计量

模型中控制了如下效应： βｒ 为地区固定效应， βｉ 为行业固定效应， βｔ 为年份固定效

应， εｆ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关键指标测算

１ ＤＶＡＲ 的测算

本文参照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张杰等 （２０１３） 以及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方

法，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 从微观层面来测算企业的 ＤＶＡＲ， 具体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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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如下①：

ＤＶＡＲＣ
ｆｉｔ ＝

１ －
ｉｍａｄｊ＿ ｏ＿ ｂｅｃ

ｆｉｔ ＋ ｚｂｐａｄｊ
ｆｉｔ ＋ ｉｍｆ

ｆｉｔ

ｙｆｉｔ
， 　 　 　 　 　 　 　 　 　 　 　 　 　 　 　 Ｃ ＝ １

１ －
ｉｍａｄｊ＿ ｐ

ｆｉｔ ＋ ｚｂｐａｄｊ
ｆｉｔ ＋ ｉｍｆ

ｆｉｔ

ｙｆｉｔ
， 　 　 　 　 　 　 　 　 　 　 　 　 　 　 　 　 　 Ｃ ＝ ２

ϕ１ １ －
ｉｍａｄｊ＿ ｏ＿ ｂｅｃ

ｆｉｔ ＋ ｚｂｐａｄｊ
ｆｉｔ ＋ ｉｍｆ

ｆｉｔ

ｙｆｉｔ

æ

è
ç

ö

ø
÷ ＋ ϕ２ １ －

ｉｍａｄｊ＿ ｐ
ｆｉｔ ＋ ｚｂｐａｄｊ

ｆｉｔ ＋ ｉｍｆ
ｆｉｔ

ｙｆｉｔ

æ

è
ç

ö

ø
÷ ， Ｃ ＝ ３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４）
其中， １、 ２ 和 ３ 分别表示纯一般贸易企业、 纯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

ϕ１ 和 ϕ２ 分别表示混合贸易企业中以一般贸易方式和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占总出口额

的比重。 ｉｍａｄｊ＿ ｏ＿ ｂｅｃ
ｆｉｔ 表示一般贸易企业实际中间投入要素进口额， ｉｍａｄｊ＿ ｐ

ｆｉｔ 表示加工贸

易企业实际中间品进口额， ｚｂｐａｄｊ
ｆｉｔ 表示资本品以折旧方式转移到出口产品中的部分，

ｉｍｆ
ｆｉｔ 表示国内原材料中含有国外要素的部分， ｙｆｉｔ 表示企业的总产值， 数据来自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
２ 出口退税率 （ ｔａｘｆｔ）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出口退税文库， 出于对出口退税及时调整的需要， 往往在

同一年份相继发布不同版本的出口退税文库或对某些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进行临时性

调整， 这就使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在同一年份前后不一致。 本文需要进行相应的

调整， 具体做法是根据出口退税率的实际执行天数进行加权， 计算出各产品各年的

出口退税率。 与钱学锋等 （２０１５） 使用每年最后一版的出口退税率的做法相比，
本文的处理更为细致， 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口退税率的变化。 本文按照如下步骤计

算企业层面出口退税率： 首先， 将出口退税文库中 １０ 位 ＨＳ 编码的出口退税率统

一为 ８ 位 ＨＳ 编码出口退税率， 同时确保 ８ 位 ＨＳ 编码产品对应的出口退税率是唯

一的； 然后， 将 ８ 位 ＨＳ 编码出口退税率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 最后， 利用 ８ 位

ＨＳ 产品层面的出口额占该企业出口总额中的权重计算出企业层面的退税率。 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ｔａｘｆｔ ＝ ∑
ｖａｌｕｅｈｓ８
ｖａｌｕｅｆｔ

× ｔａｘｈｓ８ （５）

其中， ｖａｌｕｅｈｓ８ 表示企业 ８ 位 ＨＳ 产品的出口额， ｖａｌｕｅｆｔ 表示企业的总出口额，
ｔａｘｈｓ８ 表示 ８ 位 ＨＳ 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三）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主要涉及 ３ 套数据库： 第一套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②， 来自国家统计局。 本文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２０１２） ［３６］、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３７］ 以及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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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篇幅限制， ＤＶＡＲ 测算的具体处理过程备索。
需要说明的是， ＤＶＡＲ 的测算需要用到中间投入， 而 ２００７ 年以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统计中间

投入这一指标， 因此， 本文企业层面实证研究的最新样本截至 ２００７ 年。



辉华等 （２０１２） ［３８］的做法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处理； 第二套数据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产品层面的海关数据库， 来自中国海关总署， 由于这两个数据库编码系统不同，
无法用企业代码进行直接匹配， 本文借鉴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３９］的思路将两个数

据库进行匹配， 根据研究的需要借鉴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４） ［４０］、 Ｌ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４１］

的方法对异常样本进行剔除； 第三套数据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出口退税文库数据， 来

自国家税务总局， 该数据库记录了 １０ 位 ＨＳ 编码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三、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对式 （３） 进估计， 在进行估计的同时控制了年份、 行业和地区固定

效应。 本文在检验过程中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思路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１ 中第 （１） 列仅考虑出口退税对企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 检验结果显示出口退税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初步表明出口退税对企业 ＤＶＡＲ 具有促进作用。 第 （２） —
（７） 列依次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中， 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表明

在控制企业层面变量后， 出口退税对企业 ＤＶＡＲ 的正向作用依然稳健。 控制变量

的检验结果与大多数关于 ＤＶＡＲ 的研究基本一致。 企业规模显著为负， 意味着规

模越大的企业其 ＤＶＡＲ 越低。 企业年龄系数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成立时间越早的

企业， 其 ＤＶＡＲ 越高， 可能的解释是企业的存续时间越长， 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

产技术愈发成熟， 进而转化成企业在出口市场的竞争优势。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系数

显著为正， 说明国有企业对企业 ＤＶＡＲ 具有促进作用。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系数显

著为负， 说明外资企业对企业 ＤＶＡＲ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可能的解释是外资企

业更多地是从事加工贸易 （高翔等， ２０１８）， 主要依赖于进口国外中间投入要素进行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ａｘ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５ ４２） （４ ３３） （４ ３１） （４ ４３） （４ ４２） （４ ７４） （４ ６７）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２２０∗∗∗

（－４０ ９３） （－４４ １３） （－４４ ８６） （－４０ ３５） （－６８ ６４） （－６８ ７５）

ａｇｅ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５１∗∗∗

（２０ ０２） （１６ ０９） （１０ ０４） （１１ ５６） （１１ ５５）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９４∗∗∗ ０ ０２９３∗∗∗

（２０ ５５） （１７ １１） （１８ ９２） （１８ ８０）

ｆｄｉ
－０ ０３４５∗∗∗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３４８∗∗∗

（－６０ ６９） （－６１ ８９） （－６１ ８７）

ｔｆｐｌｐ ０ １４９２∗∗∗ ０ １５００∗∗∗

（５５ ５５） （５５ ７６）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１０１∗∗∗

（－５ ０４）

ｃｏｎｓ ０ ６０５１∗∗∗ ０ ６９７６∗∗∗ ０ ６８７６∗∗∗ ０ ６９１７∗∗∗ ０ ６９７２∗∗∗ ０ ５３２９∗∗∗ ０ ５３３３∗∗∗

（７８６ ９１） （２９２ １６） （２８２ １５） （２８３ ２６） （２８８ ６３） （１４０ ０７） （１４０ １６）
Ｎ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ｊ Ｒ－ｓｑ ０ ２０９ ０ ２１７ ０ ２１９ ０ ２２１ ０ ２３９ ０ ２５３ ０ ２５４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 括号内为 ｔ 值；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年份、 行业和地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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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 装配再出口， 因而降低了企业的 ＤＶＡＲ。 全要素生产率为正， 且通过了 １％
的显著性检验， 意味着生产率越高的企业 ＤＶＡＲ 也越高， 原因是生产率较高的企

业具有较高的成本加成率， 成本加成率提升能够提高企业的 ＤＶＡＲ。 融资约束显著

为负， 表明融资约束会制约企业 ＤＶＡＲ 的提升。
（二） 内生性检验

１ 处理潜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

本文研究的是出口退税对 ＤＶＡＲ 的影响，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

在统计企业时采用不同的规模标准， 这就引致在将两个数据库匹配时， 被迫剔除了

规模小的出口企业样本， 同时也剔除了指标缺失或者匹配不上的出口企业， 这些会

引致潜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 为此， 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９） ［４２］的两阶段法进行

内生性检验， 以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 从而得到一致估计。 具体分为两步： 第

一步为选择方程， 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进行估计， 从估计中获得逆米尔斯比率 （ｎｉｖｍｉｌｌｓｓｓ）；
第二步将逆米尔斯比率加入基准回归方程中分析 ＤＶＡＲ 的决定因素。 根据已有的

相关研究， 匹配上的出口企业的选择模型设置如下：
Ｐｒｏｂｉｔ ｅｘｐｏｒｔｆｉｔ ＝ １( ) ＝ α０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ｉ ＋ βｔ ＋ εｆｉｔ （６）

其中， ｅｘｐｏｒｔｆｉｔ 表示企业是否为匹配上的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 （１ 为匹配上的出

口企业、 ０ 为未匹配上的出口企业）， 其他变量含义与前文基准模型一致。 表 ２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列示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的回归结果。 发现在控制了潜在的样

本偏误问题后， 核心解释变量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此

外， 本文发现逆米尔斯比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分析存

在样本选择性偏误， 表明采取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法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是合理的。
２ 处理逆向因果和遗漏变量

在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因逆向因果引致的内生性问

题。 此外， 本文不可避免地遗漏了一些非观测因素， 这些非观测因素可能会同时影

响出口退税率和企业的 ＤＶＡＲ， 引致基准回归结果有偏。 本文选择核心解释变量的

工具变量来解决逆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 构造合适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

两个条件， 既要与内生变量 （出口退税率） 相关， 还必须与被解释变量 （ＤＶＡＲ）
不相关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ｉｓｃｈｋｅ， ２００９） ［４３］。 本文借鉴钱学锋等 （２０１５） 的思路， 选

择核心解释变量出口退税率的滞后 １ 期和滞后 ２ 期作为企业出口退税率的工具变

量。 这样选取具有其合理性， 企业出口退税率的滞后项与企业出口退税率具有高度

的相关性， 同时又与企业层面的因素不相关， 这恰好满足了工具变量的选择条件。
表 ２ 第 （３） — （５） 列是基于工具变量的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的检验结

果， 显示不管是滞后 １ 期还是滞后 ２ 期作为工具变量， 出口退税率的估计系数都显

著为正。 此外， 本文还借鉴其他文献的做法， 选择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 １ 期和所

有控制变量取滞后 １ 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同样显示， 出口退税与

ＤＶＡＲ 正相关， 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为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本文采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和 Ｐａａｐ （２００６） ［４４］的方法对工具变量进行了多种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
ＫＰ－ＬＭ 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拒绝了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 且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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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的显著性检验；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也拒绝了 “工具变量是弱识别” 的原假设， 同

时也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其合

理性， 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表 ２　 内生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滞后 １ 期 滞后 ２ 期 全滞后 １ 期

ｔａｘ
０ ５２３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２０２ ８５） （０ ７４） （３ ２０） （２ ８５） （３ ２７）

ｎｉｖｍｉｌｌｓｓｓ
－０ ００３２∗∗∗

（－３ １３）

ＫＰ－ＬＭ
５３ ８７５ ６７ ２３ ４９５ ２０ ５３ ８７９ ６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１ ５ｅ＋０５ ４１ １８５ １１ １ ５ｅ＋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２４ ５２７ １５８ １８７ ８５ ２３２ ５４ ０５４ ８５ ２３２

ｊ Ｒ－ｓｑ ０ ６５２ ０ ２５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０

注： 同表 １。

（三） 异质性影响分析

本文将从所有制、 贸易方式和区域三个不同的维度进一步检验出口退税对企业

ＤＶＡＲ 的异质性影响。
１ 企业贸易方式异质性分析

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不同的贸易方式制定了不同的出口退税政

策， 因此， 有必要考察不同贸易方式下出口退税对 ＤＶＡＲ 的影响。 本文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做法， 将加工贸易出口额与总出口额的比值为 １ 的企业定义为

纯加工贸易企业； 将加工贸易出口额与总出口额的比值为 ０ 的企业定义为纯一般贸

易企业， 将加工贸易出口额与总出口额的比值介于 ０ ～ １ 之间的企业定义为混合贸

易企业。 检验结果汇报于表 ３ 第 （１） — （３） 列， 结果显示纯一般贸易企业和混

合贸易企业都显著为正， 而纯加工贸易企业显著为负， 从估计的系数值来看， 出口

退税对纯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作用最强， 混合贸易次之， 纯加工贸易企业最弱。 可

能的解释是一般贸易产品的生产多采用国内要素， 因而增值税的退税也比较多， 而

加工贸易类的出口 （无论是来料还是进料加工） 因为在进口环节没有缴纳增值税，
所以， 一般而言， 出口无须退税， 或者仅仅针对国内小部分的中间投入要素退增值

税， 所以一般贸易享受的退税税率要高于加工贸易 （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４）。
２ 企业所有制分析

考虑中国的现实背景， 不同所有制企业享受不同的出口退税待遇， 必然会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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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有所差异。 为此， 本文借鉴 Ｌ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的做法， 根据实收资本占比大小， 将样本划分为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分别进行回

归， 具体检验结果列示于表 ３ 第 （４） 列和第 （５） 列， 检验结果显示出口退税对

本土企业 ＤＶＡＲ 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外资企业。 原因可能是， 本土企业大多从事一

般贸易， 外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 所以本土企业受出口退税的影响要大于外资

企业。
３ 不同地区分析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典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 出口退税政策

会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 ＤＶＡＲ 产生异质性影响。 本文根据经济发展程

度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来考察出口退税政策对 ＤＶＡＲ 影响的地

区差异，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样本进行回归， 结果列示于表 ３ 第 （６） 列和第

（７） 列， 回归结果显示， 东部地区显著为正， 中西部地区为正但不显著， 表明出

口退税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

表 ３　 分样本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纯加工 纯一般 混合 本土 外资 东部 中西部

ｔａｘ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２ ４４） （７ ９７） （２ ７８） （３ ６６） （－０ １０） （４ ８１） （０ 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０ ２４８２∗∗∗ ０ ６６３７∗∗∗ ０ ４９５８∗∗∗ ０ ４８０１∗∗∗ ０ ６２５６∗∗∗ ０ ５２５２∗∗∗ ０ ６０１０∗∗∗

（２４ ７８） （３００ ２３） （９０ ５０） （８３ ４０） （１８４ ７４） （１２８ ０４） （６５ ５７）

Ｎ ４３ ５５３ ７０ ７１０ ４３ ８９９ ９３ ００３ ６５ １９６ １４２ ３３２ １５ ８４９

ｊ Ｒ－ｓｑ ０ １３１ ０ １３２ ０ １２７ ０ ２２０ ０ １３４ ０ ２５２ ０ ２４８

注：∗∗、∗∗∗分别表示 ５％、 １％的显著性。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不同情形下的 ＤＶＡＲ 衡量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是假定国内要素投入含有 ５％的国外份额测算出被解释变

量 ＤＶＡＲ。 根据 Ｋｏｏｐｍａｎ （２０１２） 的研究， 中国企业使用的国内中间投入要素中外

国要素份额所占的比重大约在 ５％ ～ １０％之间。 出于稳健性考虑， 本文将国内投入

要素中含有国外要素的比重设定为 １０％， 重新估算企业的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１０）， 列于

表 ４ 的第 （１） 列。 此外， 在第 （２） 列中， 本文剔除资本品转化的影响， 测算得

到企业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２０）。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出于平稳性的考虑对 ＤＶＡＲ 做了取对

数处理， 出于稳健性考虑， 用原始测算值进行分析， 结果列于第 （３） 列。 综上回

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 说明

出口退税对企业 ＤＶＡＲ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不因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不同而

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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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出口退税率的其他衡量指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出口退税率， 前文的基准检验分析中， 本文采用加权的

方式计算企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 出于稳健性考虑， 这里采用算数平均值方法计算

企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 结果列于表 ４ 的第 （４） 列。 此外， 本文还计算了 ４ 分位

行业层面的出口退税率用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检验结果列于表 ４ 的第 （５） 列。 替

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都显示出口退税与企业 ＤＶＡＲ 存在正相关关系， 且通

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综上分析， 本文的核心结论不因核心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

不同而改变。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不同情形下的 ＤＶＡＲ 衡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ｄｖａｒ１０ ｄｖａｒ２０ ｄｖａｒ 平均退税率 行业退税率

ｔａｘ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９∗∗∗

（４ ６９） （４ ２７） （４ ５４） （１ ８２） （６ １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０ ６５６７∗∗∗ ０ ７３４３∗∗∗ ０ ７３２４∗∗∗ ０ ５３５２∗∗∗ ０ ５１９３∗∗∗

（１０９ ６４） （１１９ ８７） （１１８ ５０） （１３９ ０５） （１１０ １６）

Ｎ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ｊ Ｒ－ｓｑ ０ ２７３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８ ０ ２５４ ０ ２５４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１％的显著性。

四、 出口退税如何影响企业 ＤＶＡＲ： 影响渠道检验

（一） 中介效应模型的构建

由基准回归分析可知， 出口退税对企业 ＤＶＡＲ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是出

口退税到底是通过何种内在机制来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的呢， 对内在机制的分析有

助于深入了解企业 ＤＶＡＲ 与出口退税的内在联系。 为此，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

型来分析出口退税到底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企业 ＤＶＡＲ 的。 根据本文第一部

分的影响机制分析， 选取企业成本加成率 （ｍｋｐ ｆｉｔ） 和一般贸易占比 （ ｓｈａｒｅｆｉｔ） 作

为中介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 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渠道进行

实证检验：
Ｄｖａｒｆ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ａｘｆ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ｉ ＋ βｔ ＋ εｆｉｔ （７）
ｓｈａｒｅｆｉｔ ＝ ｂ０ ＋ ｂ１ ｔａｘｆ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ｉ ＋ βｔ ＋ εｆｉｔ （８）
ｍｋｐｆｉｔ ＝ ｃ０ ＋ ｃ１ ｔａｘｆ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ｉ ＋ βｔ ＋ εｆｉｔ （９）

Ｄｖａｒｆｉｔ ＝ ｄ０ ＋ ｄ１ ｔａｘｆｔ ＋ ｄ２ ｓｈａｒｅｆｉｔ ＋ ｄ３ ｍｋｐｆｉ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ｉ ＋ βｔ ＋ εｆｉｔ （１０）

６２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与基准模型一致， 式 （７） — （１０） 中， ｆ 表示企业， ｒ 表示地区， ｉ 表示 ３ 分

位行业， ｔ 表示年份。 ｓｈａｒｅｆｉｔ 表示一般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ｍｋｐｆｉｔ 表示企

业成本加成率。 关于成本加成率的测算， 目前主要有会计法和生产函数法 （钱学

锋和范冬梅， ２０１５） ［４５］， 会计法相比于生产函数法能够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Ｍａｒ⁃
ｔｉｎ， ２００２） ［４６］， 且用会计法计算成本加成率不受外部冲击和经济周期变动的影响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２）， 测算所用指标可以直接从工业企业数据库获得， 因此本

文用会计法测算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借鉴 Ｄｏｍｏｗｉｔｚ 和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１９９８） ［４７］ 的做法，
企业边际成本与产品价格的关系如下：

ｐ － ｃ
ｐ

æ

è
ç

ö

ø
÷

ｆｉｔ
＝ １ － １

ｍｋｐｆｉｔ

＝ ｖａ － ｐｒ
ｖａ － ｎｃｍ

æ

è
ç

ö

ø
÷

ｉｔ
（１１）

其中， ｐ 表示企业产品单位价格， ｃ 表示企业的边际成本， ｖａ 为企业的工业增

加值， ｐｒ 表示企业支付的工资总额， ｎｃｍ 表示企业的净中间投入要素。
（二）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表 ５ 汇报了出口退税对 ＤＶＡＲ 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

分别是以成本加成率 （ｍｋｐｆｉｔ） 和一般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 ｓｈａｒｅｆｉｔ） 为被

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 分别对应式 （９） 和式 （８） 的估计结果。 从第 （１） 列的

检验结果可知， 出口退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出口退税对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原因是出口退税率提高促使出口市场的竞争效应增强， 进而

降低了企业进入不同市场的临界成本， 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表 ５ 第

（２） 列的检验结果显示， 中介变量 （ｍｋｐｆｉｔ）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成本

加成率提高对企业的 ＤＶＡＲ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第 （３） 列的估计结果可知，
出口退税的估计系数为正， 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出口退税率提升促进

了一般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 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在不同的贸易方式间存在差

异化， 一般贸易享受的出口退税税率要高于加工贸易 （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４）。
这就可能使部分企业为了享受更优惠的退税政策而由加工贸易转向一般贸易； 优惠

的退税政策还会促使一般贸易企业进一步扩大出口， 双重作用使一般贸易出口额在

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上升。 第 （４） 列的检验结果显示， 中介变量 （ ｓｈａｒｅｆｉｔ） 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 表明一般贸易占比上升会提高企业的 ＤＶＡＲ， 一般贸易主要是利用国内

要素生产产品进行出口， 因此国内附加值含量高。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在分别加入中介变量 ｍｋｐｆｉｔ 和 ｓｈａｒｅｆｉｔ 之后与基准回归相

比， 出口退税的估计系数数值分别出现上升或下降， 且都显著， 初步说明出口退税

是通过成本加成率和一般贸易占比两个可能渠道影响 ＤＶＡＲ 的。 同时将两个中介

变量放入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表明， 核心解释变量出口退税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 数值大小也出现了下降， 这表明成本加成率下降和一般贸易占比上升是出

口退税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提升的两个渠道。 同时， 也初步表明了成本加成效应和一

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的存在。 出于严谨考虑， 本文还借鉴 Ｓｏｂｅｌ （１９８７） ［４８］的方法，
分别检验两种中介变量路径上的回归系数的乘积项是否显著， 即检验 Ｈ０： ｂ１ ｄ２ ＝ ０
和 ｃ１ ｄ３ ＝ ０， 如果 Ｈ０拒绝， 说明中介效应通过显著性检验。 借鉴 Ｓｏｂｅｌ （１９８７） 的

７２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经贸论坛



方法计算 ｂ１ ｄ２ 和 ｃ１ ｄ３ 两个乘积项的标准差： Ｓｂ１ｄ２
＝ ｂ２

１ｓ２ｄ２ ＋ ｄ２
１ｓ２ｄ１ ， Ｓｃ１ｄ３

＝

ｃ２１ｓ２ｄ３ ＋ ｄ２
３ｓ２ｃ１ ， 其中， Ｓ 为对应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根据表 ５ 的回归结果， 本文很

容易计算出 ｂ１ ｄ２ 和 ｃ１ ｄ３ 的标准差分别为 ０ ００００３２ 和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８， 进一步， 根据公

式 Ｚｂ１ｄ２
＝ ｂ１ ｄ２ ／ Ｓｂ１ｄ２ 和 Ｚｃ１ｄ３

＝ ｃ１ ｄ３ ／ Ｓｃ１ｄ３ 计算得到 Ｚｂ１ｄ２
＝ ２ ６９ 和 Ｚｃ１ｄ３

＝ －２ ４０， 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这就进一步表明一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和成本加成效应是出口

退税影响企业 ＤＶＡＲ 的两个渠道。
为了确定一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和成本加成效应在影响过程中到底哪个占据主

导地位，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 ［４９］的方法， 分别计算了两种中介效应在总效应

中所占份额， 具体计算公式为 Ｅｆｆｅｃｔｍｋｐ ＝ ｃ１ ｄ３ ／ ｄ１ 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ｈａｒｅ ＝ ｂ１ ｄ２ ／ ｄ１ ， 根据表 ５
的回归结果， 分别计算得到成本加成效应为 － ０ ０８， 一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为

０ ４１， 两种中介效应不管是在相对大小和作用方向上， 都验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
一是出口退税引致一般贸易占比上升， 促进了企业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即所谓的一般

贸易占比调节效应； 二是出口退税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率， 进而降低了企业

ＤＶＡＲ， 即所谓的成本加成效应， 但是一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带来的促进作用远远

大于成本加成效应的抑制作用， 由此本文的假说 ２ 得到验证。

表 ５　 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ｍｋｐ ＤＶＡＲ ｓｈａｒｅ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ｔａｘ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２ ４０） （４ ７１） （２ ６８） （３ ６４） （４ ６７） （３ ６７）

ｍｋｐ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０∗∗∗

（５ ５５） （５ ８７）

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２５０∗∗∗

（２００ ９２） （２００ ９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１ ４３４４∗∗∗ ０ ５３５３∗∗∗ １ ４７５８∗∗∗ ０ ５７８０∗∗∗ ０ ５３３３∗∗∗ ０ ５７９６∗∗∗

（－３７ ６５） （１４０ ０７） （２２ ６５） （１９６ ６２） （１４０ １６） （１９６ ３２）

Ｎ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３１ ７１０ １３１ ７１０ １５８ ２０５ １３１ ７１０

ｊ Ｒ－ｓｑ ０ ０６１ ０ ２５４ ０ ２３７ ０ ３９９ ０ ２５４ ０ ３９９

注： 同表 ３。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海关数据库以及出口退税文库

的匹配数据， 研究出口退税政策对企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出口

退税总体上促进了企业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在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用不同衡量

方式检验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从不同贸易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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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出口退税对纯一般贸易企业的 ＤＶＡＲ 促进作用最强， 混合贸易企业次之， 纯

加工贸易企业最弱； 从不同所有制来看， 出口退税对本土企业 ＤＶＡＲ 的促进作用

要强于外资企业；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出口退税对东部地区企业 ＤＶＡＲ 的促进

作用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企业。 影响机制检验表明， 出口退税不仅通过一般贸易占比

上升促进了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即所谓的一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 还通过抑制企业成

本加成率这一渠道对企业 ＤＶＡＲ 产生抑制作用， 即所谓的成本加成效应。 但是一

般贸易占比调节效应的促进作用大于成本加成效应的抑制作用， 这就从出口退税的

视角解释了中国企业 ＤＶＡＲ 逐年提升的事实与机制， 总之， 出口退税显著促进了

企业的 ＤＶＡＲ 提升。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 出口退税政策不仅在促进中国出口 “量” 的增长上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企业出口盈利能力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继续实施出口

退税政策是提高中国企业出口盈利能力的渠道之一。 在当前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

放缓、 国家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适当地由追求出口规模的扩张转向出口

盈利能力的提升， 是未来贸易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 由影响渠道可知， 一般贸

易占比上升是 ＤＶＡＲ 提升的主导力量。 鉴于此， 出台鼓励发展一般贸易的政策是

未来贸易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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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ＧＯＲＧ Ｈ，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ｃｅ Ｃｏｓｔ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ｇ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Ｋ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 Ｒｅ⁃

ｖｕｅ Ｄｅ ＩＯＦＣＥ， ２００６， ５ （１）： ３０３－３１８．
［３５］ 范子英， 田彬彬  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４， ３７ （４）： ４９－６８．
［３６］ ＢＲＡＮＤＴ 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ＯＲＥ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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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ＣＡＩ Ｈ， ＬＩＵ Ｑ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 ［ Ｊ］ ． Ｅ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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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ＬＩＵ Ｘｉｎ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Ｄａｔａ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ＤＶＡ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ｏｂｕｓｔｌ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ＶＡＲ．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ａｔｉｏ”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ＶＡＲ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ｍａｋｅｓ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ａｎ “ｍａｒｋｕｐ ｅｆｆｅｃｔ” ． Ｉ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ＶＡＲ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Ｔ Ｒｅｂａｔｅ； ＤＶＡＲ；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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