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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据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美国知识产权 （ ＩＰ） 保护的扩张策略和 １２１ 个

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的典型事实， 将公共政策扩散理论、 技术差距理

论与新区域主义 “市场换规则” 的讨价还价机理相结合， 构建了非对称格局下美

国 ＩＰ 政策扩张至发展中国家的 “外压内应” 机制， 并以此为框架建立回归模型，
评估导致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的内外因作用效果。 从外压效力来看，
除了强制手段之外， 美国扩张策略均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显著的正向

影响， 且具有稳健性。 从前后分期来看，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施压的强制方式， 如特

别 ３０１ 条款、 ＧＳＰ 附加条件等单边胁迫手段在 ２０００ 年前效果显著， 但在 ２１ 世纪已

难以发挥主要作用， 而契约化的 ＦＴＡ 方式能更有效地提升伙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 从内部因素看， 与外资额增加相比， 发展中国家对美出口额的增加更显著地

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因此， 一国掌控规则话语权的前提是市场实力； 契约型

策略是一国成功输出规则的最佳方式， 其他非强制策略有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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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 美国政府宣布， 将依据美国 《１９７４ 年贸易法案》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７４） “３０１ 条款”， 对中国政府是否存在与技术转移、 知识产权及创新相关

的不合理的行为、 政策和实践， 或给美国商界带来负担或限制等行为进行调查， 调

查期或持续至少一年。 美方在宣布调查前曾表示， 一旦决定发起 ３０１ 调查， 美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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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和中国磋商， 如果指控成立， 特朗普可能会运用关税等措施对中国进行报复。 美

国的这种以报复为威胁迫使其他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做法由来已久。 自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以来， 除了采取单边行为以外， 美国一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的多领域内

并行推行知识产权的强保护政策。 首先， 美国以 ＧＡＴＴ ／ ＷＴＯ 为平台扩张其知识产

权保护政策， 成功导致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ＴＲＩＰｓ） 达成， 确立了

ＷＴＯ 成员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门槛； 其次，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

反对， 美国在 ＷＴＯ 平台继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无果后， 转向在双边和区域框

架下推行其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即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和多边贸易

协定中制定超越 ＴＲＩＰｓ 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并不断扩张和强化； 再次， 美国在承

诺给予发展中国家单边优惠的好处时， 也往往与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挂钩， 最典型

的是给予发展中国家普遍优惠制时， 要求受惠国实行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等。 此

外， 美国每年通过 “特别 ３０１” 审查， 列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难以满足美国要求的

贸易伙伴名单， 通过多次对话或惩罚的方式迫使其他国家或地区接受美国所认可的

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尽管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国家自

身利益存在一定冲突， 但是为了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好处， 或者是为了避免遭受美

国的贸易制裁， 宁愿接受美国的知识产权政策。 在美国的强大攻势下， 很多发展中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快速对标美国， 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成为美国高标准知识产

权规则的扩散者， 导致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

增强。
上述情况表明， 美国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政策的输出国， 通过采取各种方式， 已

经在发展中国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

发展中大国， 探讨美国知识产权政策扩散的理论机制， 挖掘具有制度优势的国家成

功输出本国的政策给非受益国的组合策略和变化规律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通过对美国知识产权政策扩张措施的规律性认识， 为中国未来应对中美知识

产权方面的争议和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另一方面， 把握政

策扩散的规律和机制， 对中国未来在 “一带一路” 中的政策创新和整合， 具有一

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 典型事实和问题的提出

（一） 美国知识产权政策扩张到贸易伙伴的主要措施

从美国贸易代表所属的知识产权和创新办公室 （ＩＰＮ） 的工作领域来看， 美国

主要使用以下贸易政策工具促进其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在贸易伙伴中的有效实施。
１ 通过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方式扩张其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所属的知识产权和创新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谈判、 实施和监

管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 目前， 美国已经实施 １４ 个自由贸易协定，
涉及 ２０ 个国家①。 除了 １９８５ 年美国—以色列 ＦＴＡ 外， 其余贸易协定均包括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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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条款， 这些贸易协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覆盖的领域和执行力度方

面都远远超越 ＷＴＯ 的 ＴＲＩＰｓ 条款。 这意味着美国的 ＦＴＡ 伙伴加拿大、 墨西哥、 澳

大利亚、 巴林、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萨尔瓦多、 危地

马拉、 洪都拉斯、 以色列、 约丹、 韩国、 摩洛哥、 尼加拉瓜、 阿曼、 巴拿马、 秘

鲁、 新加坡都在与美国 ＦＴＡ 协定的约束下， 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其保护标

准与美国趋同。 此外， 美国在参与 ＴＰＰ 谈判时， 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

的主要要价， 也成为谈判具有争议的焦点。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属于一国的国内

政策， 美国的贸易协定伙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提升意味着在其国内立法方面

进行了改革， 这些伙伴国在对外缔结 ＦＴＡ 时往往在该议题上复制和推广美国的标

准， 使得更多的国家因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相应地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２ 通过 ＧＳＰ 优惠附加条件要求受惠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于 ２０１８ 年公布了普惠制受惠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及有关工人权利申诉的审查报告①。 其中涉及到印度尼西亚、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

坦三个受惠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及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伊拉克、 泰国及乌兹

别克斯坦等的工人权利和童工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 美国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

惠制是有条件的， 是与知识产权和劳工权利问题相联系的。 因此， 发展中国家要享

有普遍优惠制进入美国市场的前提之一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３ 通过国内法 “特别 ３０１” 条款使贸易伙伴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特别报告 ３０１ （报告） 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依据美国 《１９７４ 年贸

易法》 １８２ 条款 和 １９８８ 修订的 《综合贸易和竞争法》、 《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 和

美国的 《２０１５ 年贸易便利和执法法》， 对世界各地的美国贸易伙伴进行知识产权保

护和执法状况的年度审查报告。 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②， ２０１６ 年度美国特别 ３０１ 委员会

对 ７３ 个贸易伙伴进行年度审查， 将 ３４ 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 其中 １１ 个国家列入

优先观察名单。 对于列入优先观察名单的 １１ 个贸易伙伴， 美国政府重点关注其知

识产权保护或执法力度的不足或采取行动限制其市场准入。 包括中国在内的 １１ 个

国家—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智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科威特、 俄罗斯、 泰国、
乌克兰、 委内瑞拉被列为优先观察名单。 美国将与这些具有特别知识产权摩擦的国

家进行双边接触， 要求其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方面的法规， 通过谈判、 对话、
惩罚威胁等方式提高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二） 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

继 ＴＲＩＰｓ 实施以后， 美国在 ＷＴＯ 新一轮贸易谈判中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

的诉求遭到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反对， 美国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运用上述策略， 对

不同贸易伙伴采取不同的对策， 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由于知识

产权保护是一个与立法、 司法和执法等因素相关的复杂问题， 直接度量知识产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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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强度存在一定的难度， Ｍｏｒｉｎ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ｏｌｄ （２０１４） ［１］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简称 ＭＲＧＩＰ 指数）， 专门测度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 ＴＲＩＰｓ 协议的增

量部分， 该指数主要衡量了 ＴＲＩＰｓ 协议下未做要求， 但美国主张进一步增加保护的

那些知识产权规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ｏｌｄ 等 （２０１９） ［２］ 以及 Ｍｏｒｉｎ 和 Ｓｕｒｂｅｃｋ （２０１９） ［３］ 对

该指标数据进行了扩展。 ＭＲＧＩＰ 赋值的基准是： 假设在美国没有采纳和推广这些

特定规则的情况下， 通常的发展中国家这一 ＭＲＧＩＰ 指数为 ０。 以此为基础， 一个

国家的得分越高， 其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就与美国的规则相一致程度越大， 也就是说

其对知识产权保护超越 ＴＲＩＰｓ 协定的程度越高。 本文的数据包含 １２１ 个发展中国家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在后续的实证分析部分， 该指数被用来衡量美国知识产权

扩张策略提升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作用效果， 即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图 １ 直观地展现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强化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

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其中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上升的幅度较大， 此后上升态势趋于平缓。

图 １　 １２１ 个发展中国家超越 ＴＲＩＰｓ的 ＭＲＧＩＰ指数提升态势

（三）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南北利益分歧和问题的提出

虽然经济学家们对于某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优水平存在争议， 但是对于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利益分歧则达成了普遍共识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ｐｕｔｔｉｔａｎｕｎ， ２００５［４］； Ｋｉｍ， Ｌ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５］）。 一方面， 知识经济强国通过大力推

广其知识产权标准来维持他们的经济优势。 例如， 美国在其跨国公司主导下强力推

行高标准的 ＩＰ 政策全球化， 使其在不断提升的知识产权保护中成为最大受益方。
仅以 ２０１１ 年为例， 美国收到的国际专利权和特许权使用费为 ８４０ 亿美元。 另一方

面， 发展中国家仅愿意为外国 ＩＰ 所有者提供较低级别的保护以便当地企业早日获

得先进技术， 确保诸如药品、 文字处理软件、 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零售价格下降到

一般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水平。 因此，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政策方面存

在着较大的利益分歧。
美国学者 Ｐｏｓｎｅｒ （１９６１） ［６］在其国际贸易与差距一文中分析了基于技术差距所

导致的创新国家和模仿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以及技术创新产品贸易的利益分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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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 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利用技术上的垄断优势， 出口

新产品到模仿国， 从而获得高昂的技术垄断利益。 伴随着经济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深

化， 这种创新品技术逐渐被模仿国家掌握， 当这种新技术最终被模仿国家掌握时，
基于技术差距带来的新产品贸易也随之消失。 技术差距的消失意味着创新国家不再

享有该产品的独家垄断利益， 技术进步的利益分配不均的格局被打破， 因此技术差

距存续时间的长短成为创新国家和模仿国家之间贸易利益分割的尺度。 对于技术创

新国家来说， 技术差距存续时间越长， 获得技术进步的利益越多， 对本国越有利，
因此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成为发达国家保护技术垄断的主要利益诉求。 对于发

展中国家来说， 早日突破新技术的难关， 消除技术差距， 不再遭受发达国家技术垄

断带来的利益歧视成为其主要利益诉求。
因此， 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来看， 不同的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宽严程度的选

择， 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 该理论为我们理解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在 ＷＴＯ 中遭

到发展中国家联合反对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我们透视美国不断推行和扩张其高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背后的利益取向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疑问： 即发展中

国家为什么会在 ＷＴＯ 框架外接受美国推行的有损于本国利益的高水平知识产权保

护政策呢？ 可以将上述问题具体分解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美国能成功将不符合

发展中国家主要利益的 ＩＰ 政策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机制是什么？ 第二， 能否

量化美国各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效果？ 本

文拟分析和解答上述问题。

二、 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构建

（一） 政策扩散因果机制的产生和发展

政策扩散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形成研究中兴起的一个新领域 （张
克， ２０１７ａ） ［７］， 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主体在政策选择的过程中受到其他主体政策选

择的影响， 它意味着一国政府采纳了一项自身未曾采纳过的但其他政府已采纳的政

策措施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３） ［８］， 它被描述为一个过程， 即先采用一些实践或政策的区

域将改变其他区域未来采取该政策可能性的过程。 其本质是各国政府组织基于外部

和内部因素而做出的新政采纳决策。 西方关于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经历了由单因素

理论到整合性理论的发展过程， 构建了以政府间关系为基础的主要模型， 建立了综

合内外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Ｓｔｏｋ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ｒｒｙ， １９９０） ［９］。 因此从初创时期

开始， 组织理论特别是组织间相关概念就是政策扩散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 组织之

间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衍生出的资源交换和相互依存以及社会网络关系等因

素构成了影响政策扩散的主要变量 （张克， ２０１７ｂ） ［１０］。 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

多的文献提出建立政策扩散的理论机制， 而不是仅仅涉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机制

不同于影响因素， 它是一个能够促进和阻止变化的过程， 众多影响因素只有通过机

制的作用才能产生结果。 因此， 通过理论机制的建立， 各影响因素和政策形成之间

真正形成因果关系。 具体来看， 政策扩散机制是指假设存在一个先驱国家政府采纳

了某项政策， 那么后发国政府基于某种原因同样做出了采纳政策的决策， 这一过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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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策扩散的机制。 现有研究发现后发国家所在地区的特质、 外部环境带来的竞争或

学习效应以及政策项目本身的属性等因素影响政策在区域间的采纳和扩散 （Ｗｅ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２０１４） ［１１］； Ｅｌｋｉｎｓ 和 Ｓｉｍｍｏｎｓ （２００４） ［１２］提出， 政策扩散现象仅依赖一些

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不够的， 证据表明政策扩散的发生可能由国际竞争和学习两

种不同的机制引起。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 和 Ｋｎｉｌｌ （２００５） ［１３］ 回顾了现有文献， 通过引入政策趋

同的中心指标来比较跨国政策趋同的不同因果机制及其原因。 Ｓｉｍｏｎｓ， Ｄｏｂｂｉｎ 和

Ｇａｒｒｅｔｔ （２００７） ［１４］对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扩散原因进行解释时， 进一步

细化了强权、 竞争、 学习和效仿四种政策扩散机制。 Ｓｈｉｐａｎ 和 Ｖｏｌｄｅｎ （２００８） ［１５］ 通

过检测美国 ６７５ 个城市戒烟政策选择， 对政策扩散的四种机制学习、 竞争、 强制和模

仿的回归分析， 揭示了四种机制的稳健性效应以及各种机制作用强度随时间变化的情

况。 Ｃａｏ Ｘ （２００９） ［１６］研究了政府间组织 （ＩＧＯ） 的网络动态可能导致国内经济政策

趋同的三个潜在因果机制： 学习、 模仿和强制。 使用这三种因果机制来测试不同类型

的政府间组织的关系和政策趋同， 得出世贸组织、 欧盟、 经合组织等重要政府间组织

对其成员方的国内经济政策均有较强的融合作用。 Ｗｅｙｌａｎｄ （２００５） ［１７］ 将四种不同类

型的政策扩散机制划分为外部压力和内在动机， 其中在 “外部压力” 模式之下， 存

在一个高于所有主体的外在的压力源， 这个压力源可能来自中央政府或国际组织。 刘

伟 （２０１２） ［１８］论证了在现实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政策扩散案例中， 强权型扩散

依靠等级体系内处于顶层的主体作为政策的核心推动者， 促使政策从上到下进行纵向

扩散。 在这种模式之下， 扩散的时空分布为迅速的由点到面的扩散。 Ｈｅｉｎｚｅ
（２０１１） ［１９］依据政策选择的理性、 政策活动者信仰的改变以及决策结构条件的改变，
将扩散机制分为四个基本类别： 学习、 效仿、 社会化和外部性， 其中外部性的主要形

式包括竞争和强制。 王浦劬和赖先进 （２０１３） ［２０］对中国的政策扩散机制模式进行本土

化研究时总结了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主要机制： 学习机制、 竞争机制、 模仿机制、 行

政指令机制和社会建构机制。 Ｍｏｒｉｎ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ｏｌｄ （２０１４） ［１］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

出四种政策扩散机制： 强制、 契约化、 社会化和监管竞争， 论证了多机制互动对知识

产权政策扩散带来的影响。
基于前人的研究， 学习、 模仿、 社会化、 竞争和强制是学术界公认的五种政策

扩散的因果机制 （Ｓｈｉｐａｎ ａｎｄ Ｖｏｌｄｅｎ， ２００８） ［２１］。 其中学习机制指的是后发国家政

府政策制定者对他国采纳的新政策在充分了解信息与有效性的基础上的理性决策过

程； 与学习机制不同， 模仿机制侧重于后发国家对先驱国家政策的刻意效仿， 对政

策本身的效果和内容并不关注， 通常是一种非理性的政策复制过程。 社会化 （ 规

范压力） 机制指的是政府采纳某项政策并非因为对其他政府的理性学习或刻意模

仿， 而是由于周边地区都采纳某项政策带来的规范趋同压力。 经济自由化政策在拉

丁美洲国家的扩散就得益于一批美国经济学家的不断鼓吹 （Ｂｅｔｈ，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ｌｋｉｎｓ，２００４） ［２２］。 在竞争机制中， 决策者基于权衡其他国家政府已采纳的某项政策

对自身带来的损益来判断是否采纳同样的政策。 国家之间也存在类似为吸引外资等

而产生的政策扩散现象 （Ｇｅｎｓｃｈｅｌ， ２０１７） ［２３］。 强制机制指的是后发国家政府因其

他国家政府的经济激励或权威命令而采纳政策的过程。 在跨国政策扩散文献中，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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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经济援助的代价之一往往是采纳某些政治、 经济

改革方案。
上述政策扩散机制主要侧重政策后发国家 （地区） 的决策行为， 从其本身的

视角来解释政策移植的原因， 对于政策先驱国家如何催生后发国家的政策改革所采

取的政策扩散措施涉足不多， 对于政策先驱国和后发国之间利益的非对称性未予以

考虑。 鉴于美国 ＩＰ 政策在扩散过程中， 美国作为政策先驱国家在全球、 区域、 双

边、 单边不同层面， 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 因此本文

要将政策先驱国家的政策输出行为以及先驱国和后发国之间的利益非对称性关系纳

入到政策扩散机制框架之中。 莫兰的文献对此有所关注， 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

础， 但其分析中没有考虑到外在压力和内在利益的区分， 从而未能将发展中国家知

识产权政策的改进从美国外在压力和激励的视角进行分析和解释。 本文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 将政策扩散的四种机制和美国的 ＩＰ 政策扩散措施相结合， 利用

Ｗｅｙｌａｎｄ （２００５） 外在压力驱动下的政策扩散机制建模， 同时将发展中国家权衡成

本和收益的理性学习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 对美国 ＩＰ 政策扩散的不同措

施进行实证检验， 量化其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影响的程度和发展态势，
并对基准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ＰＰＭＬ）， 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解决了内生性

问题。
（二） 本文分析框架的构建和假设的提出

１ 非对称利益下美国 ＩＰ 政策扩散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权衡

非对称利益是指发起国输出某项政策对本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利益， 而采纳国如

果保持原有与该项政策相反的规则会更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 采纳国为何不顾原

有的利益冲突转而实行输出国的政策呢？ 排除两国政治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因

素， 必然存在着其他方面的利益交换， 而输出国正是以自己的实力甚至霸主地位

来推进这种交换。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 美国正是用本国市场的优先开放来交

换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的高保护政策。 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权衡进入美国市场的知

识产权高保护的收益和成本， 来决定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佳水平， 从而使发展

中国家整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得到提升。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美国在市场规

模、 政治经济实力、 贸易战报复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能力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
在这种美国绝对占优的谈判格局下， 美国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 往往以市

场开放为筹码， 以获取其他国家的政策法规与美国对标为目的。 因此， 在这样的实

力非对称、 利益非对称、 目标多元化的格局下， 美国知识产权扩张的四种机制———
强制、 契约化、 监管竞争和社会化依次或协同发挥作用， 在美国的 ＩＰ 政策扩散过

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具体来看， 首先， 美国可以使用强制手段来增加那些不采用美国知识产权政策

国家的成本， 使得这种成本足够高， 以至于超过采纳规则的内在成本； 其次， 美国

可以使用契约化方式， 使得采用美国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中国家伙伴所付出的政策

趋同代价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获得更多补偿； 再次， 美国可以启动监管竞争模式， 通

过 “以点带面” 的竞争性自由化方式， 先在一个区域内选择一个同意采纳美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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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义务的国家， 使其获得优先进入美国市场等特殊权利， 以激发相同区域的同类

发展中国家竞相采用美国规则。 在美国的这种监管竞争策略下， 一个国家如果不采

用美国倡导的监管规则， 可能会在声誉和经济方面带来更大损失； 反之， 采用这一

规则有可能在同类群体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最后， 美国通过启动社会化机制进行

理念传输及政策实施方面的技术培训和援助， 通过社会化机制使发展中国家的法律

制定者在对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成本收益评估时， 低估成本或高估收益， 从而

促进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高保护政策的实施。 上述的每一个政策扩散机制， 都需要

强大的国家充当发起者， 而身居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和技术创新领跑者地位的美国可

以更容易地胁迫其他国家、 依据强势地位讨价还价、 成为发起监管竞争的导火索、
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其核心理念。 因此， 在不对称利益的情况下， 上述每一个机制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 ＩＰ 政策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做出合理的解释。
依据美国对外推进其知识产权规则的强制程度不同， 结合上述政策扩散的四种

机制构建美国 ＩＰ 政策影响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分析框架。 首先， 将发

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划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机制。 从内在机制来看，
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为了获得和保持优先出口到美国市场的贸易利益以及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的好处， 通过权衡知识产权政策和相关的

贸易投资利益而产生的决策动机； 从外在机制来看， 美国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的全球策略， 旨在以美国市场为筹码， 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和手段， 对发展中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实施外在压力和激励措施， 具体包括强制机制、 契约化机制、
竞争性机制和社会化机制。 本文旨在分析美国 ＩＰ 扩散机制的政策影响， 因此将美

国政策扩散机制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将发展中国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从而构建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的内外机制

的理论分析框架 （见图 ２）。

图 ２　 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的内外机制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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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上述 “外压内应” 机制和美国 ＩＰ 政策的扩张实践， 可以得出本文研究的

两个主要假设。
假设 １： 美国推进 ＩＰ 政策扩张的四种机制均通过其采取的具体措施， 对发展

中国家的 ＩＰ 保护水平提升产生促进作用， 本文拟通过该假设考察美国四种扩张机

制的并存性和各自的影响效果；
假设 ２： 美国的单边胁迫和强制机制虽然会迫使发展中国家对于 ＩＰ 政策的采

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胁迫和强制的效力将衰退， 而其他机制不断强化， 成

为更有力的政策扩散工具。 本文拟通过该假设来考察美国四种扩张机制作用效果的

阶段性差异。

三、 模型的设立和变量的选取

为了评估美国 ＩＰ 政策的对外扩散政策对发展中国家 ＩＰ 水平的影响， 依据上述

分析框架并借鉴 Ｍｏｒｉｎ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ｏｌｄ （２０１４） 的研究方法， 设定如下方程：
ＩＰ ｉｔ ＝ α ＋ β１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ｉｔ ＋ β２ ＧＳＰ ｉｔ ＋ β３ ＦＴＡｉｔ ＋ β４ ＴＯＰｓｃｏｒｅｉｔ ＋ β５ Ｔｒａｉｎｉｔ

　 　 　 　 　 ＋ β６ Ｓｔｕｄｙｉｔ ＋ β７ ＧＤＰｐｅｒｉｔ ＋ β８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β９ ＦＤＩｉｔ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１）
在方程 （１） 中， 下标的 ｉ、 ｔ 分别对应发展中国家和年份， ＩＰ ｉｔ 代表发展中国家

ＩＰ 水平， 其测度依据第一部分介绍的 ＭＲＧＩＰ 指数， 数据的跨度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ｉｔ、 ＧＳＰ ｉｔ、 ＦＴＡｉｔ、 ＴＯＰｓｃｏｒｅｉｔ、 Ｔｒａｉｎｉｔ 和 Ｓｔｕｄｙｉｔ 为本文解释变量变量， 分别

为美国 ＩＰ 政策扩散的胁迫与制裁、 契约化、 区域竞争以及社会化机制下的各代理

变量 （具体解释见下文）。 控制变量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ｐｅｒｉｔ）、 对

美出口额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和利用外资额 （ＦＤＩｉｔ）。 μｉ 为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发展中国家不

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 ＩＰ 水平的影响； λ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宏观经济波动等

共同时间冲击对发展中国家 ＩＰ 水平的影响。 α 为截距项，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其中解释变量的具体设定方案如下：
第一， 单边胁迫与制裁机制包括两个变量： 其一是这一国家是否被美国列入一

年一度的 “特别 ３０１ 报告” 中的 “优先观察名单”①， 用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ｉｔ 表示。 如果一国

在上一年的 “特别 ３０１ 报告” 中被指列为优先观察名单、 优先国家 （包括 ＰＦＣｓ②）
以及受第 ３０６ 条款监管时则该变量取 １， 否则取 ０。 数据来源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 （ＵＳＴＲ）。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有义务每年出版 “特别 ３０１ 报告”，
确立优先观察国家名单， 列明的这些国家在上一年未能充分有效地保护美国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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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３０１ 条款”， “名单” 包括四种， 即观察国、 优先观察国、 优先国家和 ３０６ 条款监督国家。 对于

“优先国家”， “名单” 公告后 ３０ 天内对其展开 ６－９ 个月的调查并进行谈判， 迫使该国采取相应措施检讨和修正

其政策， 否则美国将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予以制裁； 一旦被列入 “３０６ 条款监督国家”， 美国可不经过调查自行发

动贸易报复； 而被列入 “优先观察国家” 和一般 “观察国” 的国家， 美国则不会立即采取报复措施。 “优先观

察名单” 的国家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判断为有 “严重的知识产权不足需要增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关注”。
根据 《１９７４ 年美国贸易法》， “优先国家 （ＰＦＣｓ） ” 是指拒绝为美国知识产权提供充分、 有效的保护，

或拒绝为美国提供公平和公正的市场准入国家中的最低类别者。



产权。 这种政策措施的胁迫性效应源于名单所列国家面临着贸易制裁的风险， 除非

他们采取适当措施来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其二是这一国家是否遭受美国的 “普惠

制审查”， 用 ＧＳＰ ｉｔ 表示。 普惠制方案为美国给予来自指定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

单方面关税优惠的制度， 但美国给予关税优惠的条件要求受惠国必须满足一定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普惠制审查” 为审查普惠制 （ＧＳＰ） 方案下受惠国在上一年

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充分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如果美国当局认为被审查国家没有

提供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 那么该国就不能再享受优惠待遇。 如果一国在上一年就

知识产权标准问题受到美国普惠制审查则该变量取 １， 否则取 ０。
第二， 表示契约化的变量为该国是否存在已经与美国签署并生效的双边自由贸

易协定， 用 ＦＴＡｉｔ 来表示。 ２００２ 年美国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 （ＴＰＡ） 明确要求ＵＳＴＲ
在对外谈判和签署 ＦＴＡ 时， 要确保协定中明确显示与美国法律相似的知识产权保护

标准。 虽然有一些研究指出， 美国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远远超出了 ＴＲＩＰｓ 协议所要求的范围 （Ｄｅｅｒｅ， ２００９［２４］ ）， 但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中

的规则到国内法的实际移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实施的不确定性。 因此， 如果一国

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从其生效的年份起， 该变量取值为 １， 此前年份取值为 ０。
第三， 表示区域监管竞争的变量为区域竞争的指标 “区域最高得分”， 用

ＴＯＰｓｃｏｒｅｉｔ 表示。 区域的划分依据所考察的国家划分为 ６ 个区域， 即中东与北非地

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东欧地区、 撒哈拉以南的地区 （非洲）、 东亚和南

亚地区以及中亚地区。 基于前文的 ＭＲＧＩＰ 指数， 将某一地区内 （除该考察国家之

外） ＩＰ 指数的最高值， 确定为区域竞争的指标， 我们称之为 “区域最高得分”。 知

识产权领域的监管竞争是一种逐优竞争， 各国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竞争， 以吸

引外国直接投资， 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 提高竞争力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加强知识

产权法来提高他们在外国公司中的信誉度。 由于投资者往往会在投资之前对同一地

区的国家进行比较， 并会将其投资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转移到其他国

家， 因此一些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具保护性的知识产权规则。 一个地区中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最高的国家可以通过区域最高得分来捕捉， 从而确定了该地区的竞争格局。
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年没有获得最高区域得分， 则设定该国这一年为本地区最

高国家所获分值。 反之， 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年拥有最高的区域得分， 则该国这一

年被指定为本地区第二高国家所获分值。 如果两个国家在一年内并列取得最高分

值， 则本地区每个国家都会获得最高分值。 即如果一国参与区域竞争， 应遵循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向该区域最高得分方向提升的原则； 如果不参与， 则预计这个变量对

一个国家的 ＭＲＧＩＰ 指数值几乎没有影响。 针对该变量特点， 本文对其进行滞后一

期处理。
第四， 表示社会化的变量包括两个， 其一为知识产权培训数量， 是指从 １９９５ 年

至所考察年份之间美国向一国提供的 “技术援助” 或 “能力建设” 的知识产权相关

培训活动的存量， 用 Ｔｒａｉｎｉｔ 表示， 并取对数。 数据来源为全球知识产权教育数据库

（ＵＳＩＰＲ）。 正如 ＵＳＴＲ 所指出的那样， “也许在全球推广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标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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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工具是我们提供技术援助的能力” （ＵＳＴＲ， ２００４）①。 考虑到这一点， 美国政

府成立了全球知识产权学院 （ＧＩＰＡ）， 以 “介绍美国保护企业所有者知识产权的方

法”， 并使外国官员尽量接触到 “美国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的模式” （ＵＳＰＴＯ
２０１０）②。 仅在 ２０１０ 年， ＧＩＰＡ 就向近 ５０００ 多名外国官员提供了知识产权培训

（ＵＳＰＴＯ ２０１０）。 此外， 一些商业组织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提供培训活动。 知识

产权培训数量包括美国政府或私人组织与美国政府合作提供的培训活动的总数量。 基

于从为发展中国家官员传输政策理念以便学习和模仿的角度来看， 这些培训项目可能

是发展中国家移植知识产权规则的主要驱动因素。 该变量为自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所考察

年份 １ 月该国参与的知识产权培训活动总数， 包含美国政府与私人赞助举办的培训活

动。 将变量作为存量的动机是为了反映该投资的长期性质， 事件数量对改变与知识产

权有关的意见有累积的影响。 其二为该国在美国学习的人数， 指一个国家上一年在美

国学习的人数， 用 Ｓｔｕｄｙｉｔ 表示， 并且取其对数， 数据来源为国际教育研究所。 在美

国的大学学习商业、 工程和科学课程的外国留学生们成为了一个间接渠道， 通过这个

渠道， 美国的规范得以进入发展中国家。 在留学期间， 学生们完全浸入于美国文化

中， 并且被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高水平的重要性的一些具体观念所同化。 他们同样也吸

收了更为普遍的规范性原则， 这些原则以支持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 留学回国的许多

精英带回他们在国外获得的外源性信仰， 可能对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产生影

响。 选取每个国家前一年在美国学习的学生人数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 并将此变

量滞后一年， 因为当学生们回国后， 他们更可能会影响其母国的知识产权政策。
关于本文控制变量的处理和来源： 发展中国家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 数据来源于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对美出口额取对数， 数据来源于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利

用外资数额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来表示，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由于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数据中存在负数， 不能直接做对数处理， 根据 Ｂｕｓｓｅ 和

Ｈｅｆｅｋｅｒ （２００７） ［２５］的研究， 采用 ｌｎ （ｘ ＋ １ ＋ ｘ２ ） 作为转换， 以保留负数观测值。

四、 美国 ＩＰ 政策促使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强化的实证分析

（一） 美国 ＩＰ 扩散政策作用效果分析

表 １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１） 列是在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的基础上， 分

析美国各 ＩＰ 扩张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 第 （２） 列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分别在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 可以看出， 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

性水平在各列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动， 说明不可观测因素对模型造成的影响很小，
上述结果揭示出美国 ＩＰ 扩张政策对发展中国 ＩＰ 保护水平的影响。 从第 （４） 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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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Ｔ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ＵＳＴＲ—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ＴＲ， ２００４． ｗｗｗ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ｏｒｇ ／ ｓｐｉｐ
ｐｈｐ？ 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０９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０１－１５）。

ＵＳＰＴＯ．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ＰＴＯ， ２０１０
ｗｗｗ ｕｓｐｔｏ ｇｏｖ ／ ｉｐ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ｉｎｄｅｘ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０１－１５）。



可以看出， 除了单边胁迫或制裁政策外， 美国其他 ＩＰ 扩张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双边或区域契约化策略 （即与美国签订

ＦＴＡ） 在提升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区域

竞争和社会化对发展中国家的 ＭＲＧＩＰ 指数得分都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 与契约化

共同作用， 推动美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对外扩散。 单边胁迫或制裁对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产生负向影响， 与理论机制预期不一致。 但从现实来看， 美国四种政策扩张措施

的发展并不平衡， ２０００ 年以后美国加快了对外签署 ＦＴＡ 的步伐， 即契约化机制不

断强化， 单边胁迫和制裁对实际和潜在采纳国的胁迫效力弱化， 即契约化成为更有

力的政策扩散工具。 因此有必要以 ２０００ 年为界进行分段检验。

表 １　 美国 ＩＰ扩张策略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７
（０ １００） （０ ０９７） （０ １０２） （０ ０９９）

ＧＳＰ －０ ３１１∗∗ －０ ３５６∗∗∗ －０ ３００∗∗ －０ ３４２∗∗∗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０）

ＦＴＡ ２ ０１０∗∗∗ １ ９６６∗∗∗ １ ７９７∗∗∗ １ ８６３∗∗∗

（０ １４２） （０ １３９） （０ １５４） （０ １４９）

ＴＯＰｓｃｏｒｅ ０ ２０６∗∗∗ ０ １３４∗∗∗ ０ １９１∗∗∗ ０ １９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６）

Ｔｒａｉｎ ０ ４８４∗∗∗ ０ ６８６∗∗∗ ０ ４１５∗∗∗ ０ ５８６∗∗∗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６）

Ｓｔｕｄｙ ０ １４０∗∗∗ ０ １２０∗∗∗ ０ １５６∗∗∗ ０ １１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３）

ＧＤＰｐｅｒ ０ ９１８∗∗∗ １ ００９∗∗∗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４）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ＦＤＩ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样本数 ２２６４ ２２６４ １７７１ １７７１
Ｒ２ ０ ８４４ ０ ８５４ ０ ８５３ ０ ８６１

说明：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上述结果已经证明了美国各种 ＩＰ 扩张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

影响，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通过两个方面对上述分析进行稳健性检

验： 第一， 更换估计方法； 第二， 处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第一， 更换估计方法。 方程中的被解释变量 （即 ＩＰ 水平） 存在部分零值， 为

了避免由此引发的样本选择问题， 采用 ＰＰＭＬ （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 方法对方程

（１） 进行回归分析， ＰＰＭＬ 方法可以处理因变量中存在的零值问题， 即使存在异方

差情况也可以得出一致估计结果 （Ｓｉｌｖａ ａｎｄ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２００６） ［２６］。 表 ２ 的 （１） －
（４） 列报告了具体的回归结果。 在 ＰＰＭＬ 估计中， “特别 ３０１” 的优先观察名单对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现出正向影响， 但该变量依旧不显著。 而其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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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系数的符号以及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这说明前

文的估计结果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２　 美国 ＩＰ扩张策略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ＰＰＭＬ ＰＰＭＬ ＰＰＭＬ ＰＰＭＬ ２ＳＬ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４ －０ １３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７） （０ １０５）

ＧＳＰ －０ １４１∗∗∗ －０ １３７∗∗∗ －０ １５４∗∗∗ －０ １３８∗∗∗ －０ １７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５） （０ １３２）

ＦＴＡ ０ ４４２∗∗∗ ０ ４０３∗∗∗ ０ ３９９∗∗∗ ０ ４０２∗∗∗ ３ ３２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０） （０ ５２９）

ＴＯＰｓｃｏｒｅ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５∗∗∗ ０ １６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４）

Ｔｒａｉｎ ０ ２１９∗∗∗ ０ １６１∗∗∗ ０ １６２∗∗∗ ０ ０７６∗∗∗ ０ ６０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５）

Ｓｔｕｄｙ ０ １０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４ ０ １８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５）

ＧＤＰｐｅｒ ０ ３７３∗∗∗ ０ ４２３∗∗∗ １ ２０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０） （０ １７５）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１）

ＦＤＩ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６６ １７１
统计量 ［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６７ ６９６
Ｆ 统计量 ｛１６ ３８｝
样本数 ２ １４５ ２ １４５ １ ７２７ １ ７２７ １ ７４５

Ｒ２ ０ ８７９ ０ ８９２ ０ ８８６ ０ ８９５ ０ ８５１
说明： （１） （） 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 内为相应检验统计量 Ｐ 值， ｛｝ 内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
Ｙｏｇｏ 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检验的原假设是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即工具变量
与内生解释变量不相关；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检验的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识别， 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
释变量的相关性较低。 （３） 在 ２ＳＬＳ 估计中， 对于控制变量均取滞后一期。 下表同。

第二， 内生性问题。 在美国 ＩＰ 扩张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

响分析中， 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

法是寻找工具变量， 但当理想工具变量不可获得时， 相应自变量的滞后期就成为替

代选择 （魏浩和李晓庆， ２０１５） ［２７］。 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双向因果

关系导致的估计偏误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２８］。 因此，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所

造成的影响， 对于内部机制的三个控制变量本文取滞后一期， 而对于外部机制的各

解释变量， 除了 ＦＴＡ 外， 其余变量在设定时采用的就是前一年的取值。 针对 ＦＴＡ
变量， 本文借鉴 Ｔａｎ 和 Ｑｉｕ （２０１５） ［２９］ 的做法， 采用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在 ｔ 年是否

有共同的缔约第三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工具变量。 为此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并对工具变量进行识别不足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检验） 和弱识别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检验）。
从表 ２ 中第 （５） 列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来看，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检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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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检验拒绝零假设， 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表 ２ 的第 （５） 列显示了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表明， 两阶段最小二乘

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 单边胁迫与制裁机制会对发展中国

家的 ＩＰ 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但并不显著； 双边或区域契约化策略 （即与美国签订

ＦＴＡ） 在提升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水平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区域竞争

和社会化对发展中国家的 ＭＲＧＩＰ 指数得分都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 对于控制变量，
除了对美出口额的显著性发生变化外， 其余两个变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上述估计

结果说明了本文的估计结果有较好的稳健性。
（三） 美国不同时期 ＩＰ 政策扩张效果比较分析

为了检测美国 ＩＰ 政策在 ２１ 世纪前后的发展趋势和作用效果， 以 ２０００ 年作为

分界， 将整个样本期分为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两个阶段， 采用 ２ＳＬＳ 方

法分别对美国 ＩＰ 政策扩张效果进行回归分析。 表 ３ 的第 （１） 列是基于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 年的分析， 第 （ ２） 列是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分析， 第 （ ３） 列为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的分析。
基于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 ［表 ３ 的第 （１） 列］， 美国的单边胁迫

与制裁在提升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中优先观

察名单和 ＧＳＰ 审查在提高国家 ＭＲＧＩＰ 指数方面双双表现出积极和显著的效果。 区域

竞争指数和在美学习人数也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 只有 ＦＤＩ 起到了

显著的促进作用。 因此在此阶段， 美国的单边胁迫与制裁机制发挥着首要作用， 区域

竞争机制和社会化机制起到了很重要作用， 而契约化政策刚刚起步， 其作用尚未

显现。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 ［表 ３ 第 （２） 列］， 美国的单边胁

迫与制裁在提升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方面起到的作用明显下降， 其中优先观

察名单起到负向作用， 但效果并不显著； 与此同时 ＧＳＰ 审查在提高国家 ＭＲＧＩＰ 指数

方面出现负向的显著效果。 在此阶段， 美国的 ＦＴＡ 对发展中国家 ＩＰ 水平的提高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知识产权培训数量也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区域竞争指数的作

用略有下降， 但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在控制变量中， 人均 ＧＤＰ 和对美出口额起到

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比较两个阶段 ［表 ３ 中的第 （１）、 （２） 列］ 可以发现， 美国 ＩＰ 政策的扩散效

果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 与２０ 世纪相比， 在２１ 世纪， 美国的强制机制作用效果大大减弱， ＧＳＰ 审查

甚至回弹为负向的显著效果； 乌拉圭回合之后， 国际贸易之间的依赖关系增强， 这使得

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抵制甚至阻止单边胁迫与制裁。 ２００１ 年， 当美国威胁取消普惠制

（ＧＳＰ） 下巴西的免税准入时， 巴西政府判断出， 美国工厂在撤销中承担的费用将超过

其实际税收， 因此， 巴西满怀信心地回应了美国威胁， 并提出了在世贸组织磋商的要

求， 指出美国的专利法并不符合 ＴＲＩＰｓ。 一个月后， 美国放弃了对巴西的威胁。
第二， 进入 ２１ 世纪， 美国的契约化 （ＦＴＡ） 机制的作用效果格外显著； ＷＴＯ

协议只是契约化时代的开始， 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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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ＴＡｓ）， 同意美国式的知识产权规则， 以换取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 可以说， 胁

迫和契约化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因为美国将其自由贸易协定计划的重点放在那些

与美国实力明显不对称的国家， 所有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在贸易关系明显不

对称的背景下进行谈判的， 并不包括巴西、 印度、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而是与具有

一定经济实力但又无法与美国进行平等谈判的国家缔结双边协定。 例如， 尼加拉瓜

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于 ２００６ 年生效①， 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２％以上出口到作

为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美国， 而美国只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０ ００３％出口到尼加拉

瓜， 尼加拉瓜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只能排到第 ７８ 位。 一些国家， 如约旦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 甚至在与美国签署双边协定之前的 ３ 年中， 一直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或

循环审查名单。

表 ３　 ２０００ 年前后美国 ＩＰ扩张政策效果比较———２ＳＬＳ估计

变量
（１） （２） （３）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０ ３９７∗∗ －０ ０４６ －０ １３１
（０ １８０） （０ ０９０） （０ １０５）

ＧＳＰ ０ ２２４∗ －０ ３７３∗∗∗ －０ １７２
（０ １１６） （０ １２２） （０ １３２）

ＦＴＡ ０ ０００ １ ６８３∗∗∗ ３ ３２３∗∗∗

（．） （０ ４８１） （０ ５２９）

ＴＯＰｓｃｏｒｅ ０ １５９∗∗ ０ ０７２∗ ０ １６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４）

Ｔｒａｉｎ ０ ０５０ ０ ２７７∗∗∗ ０ ６０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５）

Ｓｔｕｄｙ ０ １７６∗ －０ ０３２ ０ １８５∗∗∗

（０ １０７）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５）

ＧＤＰｐｅｒ ０ ７１５ ０ ９１８∗∗∗ １ ２０５∗∗∗

（０ ６９８） （０ １８９） （０ １７５）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ＦＤＩ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４０ ０３１ ６６ １７１
ＬＭ 统计量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４１ ４８８ ６７ ６９６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样本数 ２７６ １４６９ １７４５
Ｒ２ ０ ９２０ ０ ９１７ ０ ８５１

回归结果支持了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契约化的效力取代胁迫的假设。 随着直接

胁迫的有效性减弱， 契约化成为推动知识产权规则合法扩散与移植的主要机制。 与

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最多的国

家。 签署与美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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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支持了双边协议在国内立法中得到实际履行的观点。
第三， 美国的社会化 （Ｔｒａｉｎ＋ Ｓｔｕｄｙ） 机制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水平保护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见第 （３） 列］。 进入 ２１ 世纪， 知识产权培训数量对发展中国

家的 ＭＲＧＩＰ 水平影响程度越来越大， 而留美学习人数的影响作用下降。
第四， 美国的区域竞争 （ＴＯＰｓｃｏｒｅ） 机制作用显著 ［见第 （３） 列］， 在前一

个时期作用比后一个时期作用更强。

五、 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本文基于公共政策扩散理论和美国知识产权政策扩张的现实情境构建了非对称

利益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的内外机制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和回归方程， 将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扩散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压力和激励措施作为

解释变量， 将发展中国家自身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机作为控制变量。 回归分析中

引入了 ＭＲＧＩＰ 指数和区域竞争新指数 “区域最高得分”。
为了合理检验美国 ＩＰ 政策扩散策略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

本文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 以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为整体考察发现， 美国双

边贸易协议、 区域规则的逐高竞争、 知识产权能力建设活动均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产生显著影响， 其中契约化策略在提升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区域竞争和社会化对发展中国家的 ＭＲＧＩＰ
指数得分都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 并与契约化共同作用于推动美国知识产权政策的

对外扩散， 但美国的强制机制不产生显著影响甚至发生相反的作用； （２） 采用

ＰＰＭＬ 方法验证了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３） 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应对

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４） 通过区分不

同时间段的分析发现： 以 ２０００ 年为界， 单边胁迫与制裁为代表的强制机制和自由

贸易协议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 即单边胁迫与制裁的手段为美国 ＩＰ 政策

的扩散与移植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契约化之后， 其效果逐渐减弱甚至失效。
（二） 启示

本文的研究揭示出美国知识产权扩散机制的有效性和发展趋势， 中国作为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 研究结果既对中美的知识产权争端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也为中国参

与国际政策制定、 推进中国国内政策的复制和外化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１） 通

过美国 ＩＰ 政策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 美国借助其国内特别 ３０１ 条款， 对中国进行

单边贸易制裁， 这种施压的结果不但难以达到美国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 还

要遭遇政策反弹和报复， 一损俱损。 对于美国来说， 只有采取双边谈判契约化方式

以及区域竞争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方式， 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２） 中国作为新兴

大国， 在当今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思潮回流， 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下， 继续推进自由

贸易政策。 在构建全面开放格局和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 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进

程中， 如何借鉴美国的政策扩散策略， 将中国的理念和做法向世界推广和复制是需

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３） 中国作为多元城市国家， 美国 ＩＰ 政策扩散策略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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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为中国率先建立的自由贸易实验区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复制也提供了政

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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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ＵＮ Ｙｕｈｏｎｇ　 ＭＡ Ｚｈｉｘｉｎ　 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ｉ⁃

ｃ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１２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ｓ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ｏｕｔ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ｆｒａｍ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ｃｏｅｒｃ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ｉｔｓ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Ｂｙ ｓｔａ⁃
ｇ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ｕｇ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ＵＳ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３０１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ＧＳＰ ｅｔｃ．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ｃｉｂｌｅ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００， ｂｕｔ ｉｎ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ｏ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ＦＴＡ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ｉｎ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ＤＩ，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ａｄ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ｊｏｉｎ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Ｓ Ｉ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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