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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放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保持稳定发展， 对于进一步实现对外开放新格

局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构建企业搜寻密度模型， 并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首次考察了进口中间品来源地数目和来源

地集中度变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与效果。 研究表明，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

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负向显著， 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正向显

著。 分样本回归结果还发现， 在基本结论和总样本无显著差异的同时， 不同控股类

型、 出口行为、 贸易方式、 进口来源地特征的企业， 其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与企

业加成率的关系存在程度上的明显不同。 因此要维持企业稳定发展， 需要鼓励企业

进口来源地集中化， 这有利于企业加成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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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大力推行 “出口导向型” 贸易发展战略， 这为中国经

济增长带来强大动力。 而相比之下， 进口究竟能为经济发展带来何种作用一直在学

术界和政策部门中存在较大争议。 受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支出法计算 ＧＤＰ 的框架

所限， 由于进口额作为 “减数”， 因此在理论层面， 过去很多学者认为， 进口对本

国企业发展存在不利影响， 而事实上现在大多数研究认为，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 从

市场经济规律和追求利润最大化本质来说， 企业只有保证获取一定水平利润才能保

持持续稳定发展， 而影响企业获利水平的因素非常多， 其中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

对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研究虽然很少见， 但也是进口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与研

究成果相对匮乏相反， 在生产工序和价值链构成日益国际化的今天， 中间品进口对

企业最终产出和获利的影响非常显著。 ２０１７ 年，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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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 指出， 随着中间贸易品的萎缩， 亚洲经济

体在生产上的一体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倒退。 以 ２０１５ 年为例： 东亚经济体的贸

易总额下降 ８％， 其中出口下降 ４％， 进口下降 １２％。 可以说， 东亚贸易的萎缩相

当程度上是由于进口的减少所致。 东亚贸易中， 约 ６０％是中间品， 而 ２０１５ 年东亚

进口下降最剧烈的正是中间品。 主要东亚经济体， 包括日本、 中国、 印度、 新加

坡、 马来西亚和泰国， 中间品进口平均下降幅度超过 ２０％， 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

是日本， 降幅达到 ３０％， 韩国中间品进口下降了 ２０ ３％， 中国下降了 １９ ５％。 可

见中间品进口对一国贸易发展和企业生存的重要性。
对企业持续获利能力的衡量， 一般采用的是企业加成率指标， 它相当于企业利

润率， 但表述更为直观。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学者对进口中间品

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讨论中。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１］、 张杰等 （２０１５） ［２］ 和赵春明等

（２０１７） ［３］从不同的角度均验证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钱学峰等

（２０１１） ［４］、 祝树金和奉晓丽 （２０１１） ［５］、 魏浩 （２０１４） ［６］ 分别从进口商品的种类、
进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别结构角度考察进口结构对我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魏浩等

（２０１７） ［７］讨论了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他们指出进

口中间品的来源地越分散，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越高， 因此主张中国注重多元化

进口战略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他们还充分考虑到进口中间品 ＨＳ６
代码和进口来源地改变的情况， 从而弥补了以往文献的不足。 虽然中间品贸易自由

化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包括进口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已经出现

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但是依然存在以下不

足： 第一， 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生产率层面分析企业进口中间品的绩效， 从加

成率的角度来研究的成果非常少见， 而加成率恰恰是财务层面利润率最直接的指

标； 第二， 已有文献主要以静态分析为主， 较少检验开放条件下的进口中间品对

企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过程； 第三， 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讨论远远多于对进口行为

的讨论； 第四，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兴起虽然弥补了片面分析的问题， 但是

囿于研究方法和步骤的特点， 大多还是以统计测算为主， 缺乏基于经济学故事的

探讨。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做出进一步贡献。 首先， 构建了基于海外市

场搜寻成本的企业搜寻密度模型， 用于解释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影响企业加成

率的实现路径； 其次， 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产品贸易

数据库进行匹配， 构建进口中间品和企业加成率关系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 考察

进口中间品来源地数目和集中度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并分别从企业类型、 是否

有出口行为、 贸易方式、 进口来源国特征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样本检验， 发现不同

类型、 出口行为、 贸易方式、 进口来源国特征的企业， 其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

与企业加成率的关系存在明显不同。 类似研究迄今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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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模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进口来源地结构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本部分我们将构建一个

基于海外市场搜寻成本的微观企业最优化行为模型。 参照 Ｂｅｎｈａｂｉｂ 和 Ｂｕｌｌ
（１９８３） ［８］关于搜寻密度的经典设定， 我们将企业进口国外中间品的行为进行序列

分解。 模型基本架构如下：
假定国内代表性企业面临大量的中间产品供给者和固定不变的投入要素成本及

其生产技术。 在基准状态下， 企业随机匹配到一个唯一的中间产品供应商 （不限

国籍）， 中间产品的价格为 ｐ０， 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得到的最终产品为 ｙ０， 对中间品

的需求函数为 ｘ（ｐ０， ｙ０）。 在 ｔ 时刻， 企业的生命周期价值 Ｖｔ（ｙ０） 由其产出决定。
若企业在 ｔ ＋ １ 时刻依然保持中间品来源地结构不变， 即不采取搜寻行为， 那么企

业的价值方程可以写为：
Ｖｔ（ｙ０） ＝ ｙ０ ＋ βＶｔ ＋１（ｙ０） （１）

其中， β ∈ （０， １） 代表时间折现率， 即下一期单位价值折现为本期价值的

比率。如果企业在此条件下达到稳态均衡发展路径， 则有 Ｖｔ ＝ Ｖｔ ＋１ ＝ Ｖ∗ ， 式 （１）
变为：

Ｖ（ｙ０） ＝
ｙ０

１ － β
（２）

若企业在 ｔ 时刻保持基准生产状态并获得产出 ｙ０ 的前提下， 同时进行中间品进

口来源地的搜寻， 并在本期末形成新的匹配， 则在 ｔ ＋ １ 时刻开始用新购入的中间

品投入生产。 我们假定在 ｔ ＋ １ 时刻可能实现的最大产出为 ｙ ， 那么企业的价值方

程 Ｖｔ（ｙ） 可以改写为：

Ｖｔ（ｙ） ＝ ｙ０ －
βｃ（ｎｉ）
１ － β

＋ β ∫ｙＨ
０
Ｖｔ ＋１（ｙ）ｇ（ｙ， ｐ， ｎｉ）ｄｙ （３）

其中， ｎｉ 表示企业选择在进口来源地 ｉ 搜寻的中间品密度， 它表示企业一旦搜

寻和匹配成功， 企业中间投入品中的份额 ｎｉ 来自来源地 ｉ ， 相应承担的搜寻成本为

ｃ（ｎｉ）。 为了计算简便， 我们增加系数 β ／ （１ － β）。 ｇ（ｙ， ｐ， ｎｉ） 表示给定中间品价

格 ｐ 和搜寻密度 ｎｉ 的条件下得到最大可能产出 ｙ 的概率密度函数。 根据概率密度的

定义， ∫ｙＨ
０
ｇ（ｙ， ｐ， ｎｉ）ｄｙ ＝ １。 由于从中间品市场进行搜寻和进口的行为存在不确

定性， 因此为了分析方便假定这种不确定性完全体现在企业最终实现的产出 ｙ （随
机变量） 上： 如果进口行为完全失败， 企业得到的最终产出为 ０； 如果进口行为完

全成功， 企业在相同成本预算下可能实现的产出为 ｙＨ ， 显然它代表着该产品生产

技术可能性边界。
企业需要在基准的生产行为与海外市场搜寻密度结构之间做出决策， 使企业做

出市场搜寻的条件为 Ｖｔ（ｙ） ＞ Ｖ０（ｙ） ， 显然搜寻与不搜寻的无差异条件为： Ｖｔ（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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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０（ｙ） ， 于是有：
ｙ０ ＋ ｃ（ｎｉ）

１ － β
＝ ∫ｙＨ

０
Ｖｔ ＋１（ｙ）ｇ（ｙ， ｐ， ｎｉ）ｄｙ （４）

不失一般性， 假定 Ｖｔ＋１（ｙ）ｇ（ｙ， ｐ， ｎｉ） 在区间 ［０， ｙＨ］ 上连续， 根据积分中值

定理， 定义域内必存在一点 ｙＭ ∈ （０， ｙＨ） ， 使得如下等式成立：

∫ｙＨ
０
Ｖｔ ＋１（ｙ）ｇ（ｙ， ｐ， ｎｉ）ｄｙ ＝ Ｖｔ ＋１（ｙＭ）ｇ（ｙＭ， ｐ， ｎｉ）ｙＨ （５）

将式 （５） 代入式 （３）， 可以得到企业在搜寻海外中间品市场过程中， 进行市

场结构配置的价值函数为：

Ｖｔ（ｙＭ， ｎｉ） ＝ ｙ０ －
βｃ（ｎｉ）
１ － β

＋ βＶｔ ＋１（ｙＭ）ｇ（ｙＭ， ｐ， ｎｉ）ｙＨ （６）

Ｆ Ｏ Ｃ ：
Ｖ
ｎｉ

＝ β
１ － β

［ － ｃ
ｎｉ

＋ ｙＭ × ｙＨ × ｇ
ｎｉ

｜ ｙ ＝ ｙＭ］ （７）

令式 （７） 大于零 （进口来源地集中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在企业中间

品进口来源地结构选择与匹配成功概率密度正相关 （ｇ ／ ｎｉ ＞ ０） 的条件下， 如果

给定预算约束下进口的中间品能充分提高企业最终产出 （ｙＭ × ｙＨ 充分大）， 尽管搜

寻海外中间品市场需要消耗成本 （ｃ ／ ｎｉ ＞ ０）， 企业采取集中式搜寻进口来源地

（ｎｉ ＞ ０） 并形成进口依然能够有效提高企业价值 （Ｖ ＞ ０）。 于是得出命题 １：
命题 １：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越多， 企业加成率越低。
魏浩等 （２０１７） 指出， 进口来源地结构还取决于每个进口额来源地的进口额

权重。 如果进一步用企业从中间品来源地 ｉ 进口的份额 ｎｉ 占总进口额比重定义进口

来源地集中度①， 那么进口来源地越集中， 在进口来源地不存在异质性 （即基本均

匀） 条件下， 意味着进口来源地数目越少， 企业加成率越低。 于是得出命题 ２。
命题 ２： 在进口来源地不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 进口来源地越集中， 企业加成

率越高。
值得一提的是， 命题 ２ 的得出需要引入一个稍强的假设条件， 即进口来源地不

存在异质性， 企业从各地进口规模也基本均匀。 而正是由于这个假设条件在现实中

往往难以达到， 因此基准回归和分样本回归可能出现不同结果， 暂不赘述。 我们将

在接下来的实证工作中适时回到本命题。

二、 数据处理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处理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产品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
参照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０） ［９］的做法， 参考以下标准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数据：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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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缺少重要财务指标的企业， 如缺少总资产、 营业额、 固定资产净值的企业； 第

二， 剔除雇员人数少于 ８ 人的企业 （谢千里等， ２００８） ［１０］； 第三， 对于不符合国际

会计准则的数据也一并剔除， 包括企业流动资产高于总资产、 企业固定资产总数高

于总资产、 企业固定资产净值高于总资产； 第四， 剔除编码缺失的企业； 第五， 剔

除建立时间不具体的企业 （比如建立时间为 “早于 １２ 月” 之类造成无法识别建立

时间的模糊说法）。

表 １　 主要变量及说明

变量 变量含义 获取方式

Ｍａｒｋｕｐ 企业加成率 自行测算

ｎｕｍ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 根据数据直接获得

ｈｈｉ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集中度 自行测算

ｗａｇｅ 人均工资 企业年工资总额除以就业人数

Ｌ 企业就业人数 企业当年就业人数

Ｋ ／ Ｌ 人均资本 企业固定资本总量与除以业人数

ａｇｅ 企业年龄 调查当年－企业建立年份＋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 政府补贴 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金额

ｔｆｐ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近似全要素生产法测算

ｅｘｐｄ 出口虚拟变量 进口中间品企业有出口行为＝ １， 否则＝ ０。
ｓｈａｒｅ 企业类型虚拟变量 内资企业＝ １， 其他企业＝ ０。
ｓｃａｌｅ 企业规模虚拟变量 大型企业＝ １， 其他企业＝ ０。
ｔｒａｄｅ 贸易方式虚拟变量 一般贸易＝ １， 其他＝ 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 进口来源国类型虚拟变量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 １， 其他＝ ０。

接下来参照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的做法进一步筛选出进口中间品的企业： 首先，
将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 由于海关数据为月度数据， 先把月

度数据加总为年度数据， 然后再参照余淼杰和袁东 （２０１６） ［１１］的做法， 利用两个数

据库的公共字段进行合并， 从而获得企业是否进口的信息。 其次， 从进口产品中识

别中间品， 识别标准参照联合国 ＢＥＣ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标准产品分类编

码， 因此本文研究的中间品 ＢＥＣ 代码集中在 “２１” “２２” “３１” “４２” “５３” “１１１”
“１２１” “３２２” 上。 将 ＢＥＣ 代码和海关 ＨＳ 代码合并， 合并前将 ２００１ 年海关产品编

码采用的 ＨＳ９６ 转换为 ＨＳ０２， 就可以进一步完成 ＢＥＣ 编码和 ＨＳ０２ 编码的对应工

作， 最终识别出中间品。 经过上述处理， 本文共得到 ５６４７２ 家样本企业， １３６１８８
个观测值。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采用的关税数据均来自于 ＷＴＯ 的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数据库。

企业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可以从进口来源地个数和种类两方面进行衡量。 借

鉴已有研究的习惯做法， 来源地个数和种类的衡量采用产品种类衡量方法， 即假定

不同来源地的产品存在差异， 因此基于产品－来源地 （Ｈ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层面， 产品个

数发生变化， 来源地个数也发生变化， 同理产品种类发生变化， 来源地种类也发生

变化。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 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６ 年，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个数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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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占比 ９２ ３３％， 不变的仅占 ７ ６７％； 进口来源地种类发生变化的企业占 ９５ ７６％，
不变的仅占 ４ ２４％。 统计数据表明进口中间品来源地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 模型设定

结合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１２］的模型结论， 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ｌｎＭａｒｋｕｐｉｔ ＝ β０ ＋ β１Ｉｍ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 β３Ｘ ｉｔ ＋ ｖｐ ＋ ｖｊ ＋ ｖｙ ＋ εｉｔ （８）

其中， Ｉｍｐｏｒｔｓ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代表企业 ｉ 在 ｔ 年份的进口来源地结构用进口中间品来源

地的数目和集中度来衡量， Ｘ ｉｔ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ｖｐ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ｖｊ 表示行业

固定效应， ｖｙ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 表示误差项。 表 １ 报告本文实证工作涉及到的

主要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近似全要素生产法进行测

算， 即 ＴＦＰ ＝ ｌｎ（Ｑ ／ Ｌ） － Ｓ × ｌｎ（Ｋ ／ Ｌ）。 其中 Ｑ 表示企业工业增加值， Ｌ 是企业当年

就业人数， Ｋ 是企业固定资产净值， Ｓ 衡量在生产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重要程度， 借

鉴刘晓宁和刘磊 （２０１５） ［１３］ 的估计， 令 Ｓ ＝ １ ／ ３； 第二， 本文定义的内资企业是指

所有者权益中没有港澳台或者国外资本的企业， 外资企业是指所有者权益全部为港

澳台或者国外资本的企业， 处于两者之间的为合资企业； 第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划分标准参照联合国 《２０１０ 年人类发展报告》， 这对于识别进口来源国类型

非常重要。

表 ２　 相关性分析

变量 企业加成率 来源地数目 来源地集中度 人均工资 就业人数 人均资本 企业年龄
企业加成率 １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２２∗∗∗ １　 　

来源地集中度 ０ ０１６∗∗∗ －０ ５９５∗∗∗ １　 　
人均工资 ０ ０８２∗∗∗ ０ １７１∗∗∗ －０ ０９３∗∗∗ １　 　
就业人数 －０ ０４６∗∗∗ ０ ３３６∗∗∗ －０ １９１∗∗∗ －０ ０４６∗∗∗ １　 　
人均资本 ０ １３２∗∗∗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１∗∗∗ ０ ３５４∗∗∗ －０ ０３１∗∗∗ １　 　
企业年龄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４００ ０ ２９８∗∗∗ －０ ０２９∗∗∗ １　 　
政府补贴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９∗∗∗ ０ ０６８∗∗∗ ０ ２５８∗∗∗ ０ １０１∗∗∗ ０ １５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 ５４８∗∗∗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５∗∗∗ ０ ４１４∗∗∗ －０ ０６７∗∗∗ ０ ２０５∗∗∗ －０ ０４９∗∗∗

是否出口 －０ ０９０∗∗∗ ０ １９６∗∗∗ －０ １３８∗∗∗ －０ ０９１∗∗∗ ０ ０７３∗∗∗ －０ １７３∗∗∗ ０ ０１３∗∗∗

企业类型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２００ ０ ０６１∗∗∗ ０ ０８４∗∗∗

贸易方式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３∗∗∗ ０ ０６５∗∗∗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１００
进口国类型 －０ ０２８∗∗∗ ０ ４５９∗∗∗ －０ ５７５∗∗∗ ０ ０７６∗∗∗ ０ １４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８∗∗∗

政府补贴 生产率 是否出口 企业类型 贸易方式 进口国类型
政府补贴 １　 　 　 　

全要素生产率 ０ ０８０∗∗∗ １　 　 　 　
是否出口 －０ ０５０∗∗∗ －０ １３９∗∗∗ １　 　 　 　
企业类型 ０ ０４９∗∗∗ ０ ０８８∗∗∗ －０ ０６７∗∗∗ １　 　 　 　
贸易方式 ０ ０４２∗∗∗ ０ １０２∗∗∗ ０ ２３５∗∗∗ ０ ０５０∗∗∗ １　 　 　 　

进口国类型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００　 ０ １９８∗∗∗ －０ ０４４∗∗∗ ０ ０８０∗∗∗ 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 下表同。

表 ２ 报告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从表中可以初步看出进口来源地

数目 （ｎｕｍ） 与企业加成率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进口集中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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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ｈｉ） 与企业加成率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三、 核心变量测算与描述性统计

（一） 企业加成率测算

企业加成率是本文研究关注的因变量， 其测算主要依据两种方法： 一种是生产

函数法， 主要包括双索罗余值法、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１４］ 提出的 ＤＷ
法以及 Ｅｄｍｏｎｄ 等 （２０１２） ［１５］提出的 Ｃ－Ｄ 生产函数法。 另一种是会计方法， 即利

用企业的增加值、 工资和中间要素投入成本来计算企业加成率。 Ｄｏｍｏｗｉｔｚ 等

（１９８６） ［１６］使用这种方法计算了加成率， 进而研究经济周期和行业加成率的关系；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２） ［１７］认为会计法计算出的加成率受经济周期和外部冲击的影响

较小， 同时也更能反映出企业的会计信息。 为此我们也同样采用会计法计算企业加

成率①。
根据 Ｄｏｍｏｗｉｔｚ 等 （１９８６）， 企业加成率就是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的比值， 即

ｐ － ｃ
ｐ

æ

è
ç

ö

ø
÷ ＝ １ － １

Ｍａｒｋｕｐｉｔ

＝ ｖａ － ｗａｇｅ
ｖａ ＋ ｎｃｍ

æ

è
ç

ö

ø
÷ （９）

Ｍａｒｋｕｐｉｔ 表示企业 ｉ在时间 ｔ的价格， ｐ表示产品价格， ｃ表示产品边际成本， ｖａ
表示企业的工业增加值， ｗａｇｅ 表示工资， ｎｃｍ 表示净中间要素的投入成本。

（二）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测算

本文选用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 （ｎｕｍ） 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 （ｈｈｉ） 表征进

口来源地结构 Ｉｍ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 其中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 （ｎｕｍ） 反映了进口来

源地的多样化程度； 进口来源地集中度 （ｈｈｉ） 则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表示， 主要

用来反映企业进口集中程度， 即进口的地区专业化指数， 其表达式为：

ｈｈｉ ＝ ∑
ｎ

ｊ ＝ １
（ｘｉｊｔ ／ Ｘ ｉｔ） ２ （１０）

ｎ 是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总数， ｘｉｊｔ 表示 ｉ 企业在 ｔ 年从 ｊ 国进口的中间品进口额，
Ｘ ｉｔ 表示 ｉ 企业在 ｔ 年进口中间产品的进口总额。

（三） 变量描述性统计

通过以上测算工作， 可以得到本文回归所需全部变量的数据， 表 ３ 报告了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 我们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有两个： 进口来源地数目

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 可以看到进口来源地数目均值为 ２０ ０５， 标准差为 ２６ ０９，
表明进口来源地多样化程度较高， 且样本的离散程度较高， 各企业的进口中间品

来源地数目差别很大； 进口来源地集中度指数均值为 ０ ７３， 进口来源地集中程

度总体平均水平同样较高。 其次， 因变量企业加成率均值 １ ２８， 标准差 ０ ３５，
反映了国内企业在加成率平均水平普遍偏低的同时， 加成率差距较大， 企业发展

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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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证明本文核心结论不因方法的选择而有所不同， 我们同样基于 ＤＷ 法重复了本文的实证过程， 结

论并无改变。 篇幅所限不再报告， 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 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加成率 １３６ １８８ １ ２８ ０ ３５ ０ ６６ ３ ４０
来源地数目 个 １３６ １８８ ２０ ０５ ２６ ０９ １ ００ １４５ ００

来源地集中度 １３６ １８８ ０ ７３ ０ ２７ ０ ０７ １ ００
人均工资 千元 １３６ １８８ １８ ４０ １４ ２１ ３ ００ ９０ ４４

企业就业人数 人 １３６ １８８ ４７０ ７０ ７５７ ２０ １７ ００ ４ ９３６ ００
人均资本 千元 １３６ １８８ １１３ ５０ １９６ ６０ １ ２５ １ ２９２ ００
企业年龄 年 １３６ １８８ ９ ４８ ７ ４３ １ ００ ４９ ００
政府补贴 千元 １３６ １８８ １４１ ８０ ６６９ ６０ ０ ００ ５ ３２３ ０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３６ １８８ ２ ８７ ０ ９９ ０ ２４ ５ ５０
是否出口 １３６ １８８ ０ ８２ ０ ３８ ０ ００ １ ００

企业控股状况 １３６ １８８ ０ ９１ ０ ８８ ０ ００ ２ ００
贸易方式 １３６ １８８ １ ４５ ０ ７８ ０ ００ ２ ００

进口来源国类型 １３６ １８８ １ ４０ ０ ６７ ０ ００ ２ ００

四、 基准回归与分样本检验

（一） 基准回归

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基准回归， 方程 （１） 的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在控制了省

份效应、 行业效应、 时间效应和企业规模的情况下， 进口来源地数目和企业加成率

显著负相关， 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和企业加成率显著正相关， 这与前文相关性分析

结果一致。 表明进口来源地越多， 确实会越降低企业加成率， 而反之如果进口来源

地越集中， 企业加成率越高。 此外值得一提的有两点： 第一，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会

提高企业加成率， 这验证了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基于纯数理模型推演所得出

的结论， 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加成率也越高； 第二， 政府补贴增加对企业加成率影

响负向， 政府补贴不仅不能提高企业的加成率， 反而有可能因为 “搭便车” 效应

造成企业加成率下降， 这和任曙明和张静 （２０１３） ［１８］ 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篇幅所

限， 接下来的结果报告未必展示所有控制变量， 需要完整结果的读者可以索取。
基准回归的结果， 基于前文构建的搜寻密度模型很好理解， 因为进口来源地数

目增加将显著提高企业的搜寻成本， 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的获利能力与利润空间， 显

然会降低企业加成率。 但是由于命题 ２ 基于较强假定， 而现实中企业进口选择往往

不是匀质实现的， 因此有必要进行一系列分样本回归， 进一步确认基准回归结论的

可靠性和可靠性的边界。
（二） 分样本回归

我们分别考察不同控股形式、 不同出口行为、 不同贸易方式、 不同进口来源地

类型的企业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表 ５ 首先报告不同控股型

企业的回归结果。 就进口来源地数目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而言， 三种控股形式的企

业都负向显著； 就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对企业加成率影响而言， 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

正向显著， 内资企业不显著。 可见来源地数目增加显著降低企业加成率是普遍现

象， 过于分散的中间品进口来源地将显著提高摩擦成本， 从而对企业加成率造成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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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值得关注的是， 对完全没有外资参与的内资企业来说， 来源地集中度提高提升

加成率的作用非常有限， 但是如果企业为外资或合资企业， 更加集中的中间品进口

来源地结构将会显著提高企业加成率， 可以猜测外资的引入有可能提升了企业利用

进口中间品的效率和管理进口中间品的能力。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２）、 刘啟仁和黄建忠 （２０１６） ［１９］、 黄先海等 （２０１６） ［２０］ 都

发现出口企业具有更低的加成率， 因此有必要就企业是否具有出口行为做进一步分

析。 表 ６ 汇报了企业是否具有出口行为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无论企业是否

有出口行为， 进口来源地数目与企业加成率都反向相关， 但是进口来源地集中度提

高仅对出口企业加成率有显著提升作用。 这个结论非常有现实意义， 因为相对于内

销企业而言， 出口企业往往要面临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如果中间品进口来源地

集中度提高能显著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 那么优化配置进口来源地结构， 就将在增

强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上发挥重要作用。

表 ４　 基准回归

因变量： 企业加成率 （１） （２）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０１∗∗∗

（－９ ０２６）

来源地集中度
０ ０１４∗∗

（２ ５４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企业规模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１３６ １８８ １３６ １８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０５ ０ ４０４

注： 括号中报告 ｔ 值， 回归均使用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后文回归表格如无特殊说明， 均与此表格设定相同。

根据已有研究， 加工贸易的存在同样会导致企业加成率降低。 例如戴觅等

（２０１４） ［２１］、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等 （２０１５） ［２２］、 Ｍａｎｏｖａ 和 Ｙｕ （２０１６） ［２３］ 都发现相对于一般

贸易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较低， 盈利能力更低， 而且会随着出口时间的推移

出口量逐渐减少。 余淼杰和袁东 （２０１６） ［２４］发现关税下降会提高企业加成率， 但是

考虑加工贸易之后， 这种效应就会被削弱。 表 ７ 的分贸易方式回归结果再次论证了

以上研究的结论。 进口来源地数目对所有贸易方式的企业加成率均存在抑制作用，
只是对一般贸易的企业抑制效应更加显著。 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对企业加成率影响均

正向显著， 但是对一般贸易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
本文还将企业进口来源地类型分为只从发展中国家 （地区） 进口中间品企业、

只从发达国家 （地区） 进口中间品企业和从两种国家 （地区） 都进口中间品企业

三类。 表 ８ 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 进口来源地数目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始终负向显

著， 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只从发达国家 （地
区） 进口中间品和从发达国家 （地区） 及发展中国家 （地区） 都进口中间品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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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进口来源地集中度都能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 但是如果企业只从发展中国家

（地区） 进口中间品， 那么进口来源地集中度提高对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就变得

非常有限。

表 ５　 分样本回归： 不同控股形式的企业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７ ８５７） （－２ ７９６） （－５ ９０９）
来源地
集中度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４∗∗∗

（２ ６９７） （０ ５７５） （２ ９３４）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规模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５９ ８２５ ２９ ０６３ ４７ ３００ ５９ ８２５ ２９ ０６３ ４７ ３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１６ ０ ４２０ ０ ３８８ ０ ４１４ ０ ４２０ ０ ３８７

注： （１） 和 （４） 针对外资企业； （２） 和 （５） 针对内资企业； （３） 和 （６） 针对合资企业。

表 ６　 分样本回归： 不同出口行为的企业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４ ６７０） （－８ ９９２）

来源地集中度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１ ３８８） （３ ８６９）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规模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２４ ３８２ １１１ ８０６ ２４ ３８２ １１１ ８０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３６８ ０ ４１５ ０ ３６７ ０ ４１４

注： （１） 和 （３） 针对非出口企业； （２） 和 （４） 针对出口企业。

表 ７　 分样本回归： 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３ ６６４） （－５ ９７０） （－７ ８７７）
来源地
集中度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６∗∗

（３ ０５６） （１ ９５６） （２ ４６３）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规模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２４ ８６５ ２４ ７６８ ８６ ５５５ ２４ ８６５ ２４ ７６８ ８６ ５５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３６ ０ ３９３ ０ ４０５ ０ ４３６ ０ ３９１ ０ ４０４

注： （１） 和 （４） 针对加工贸易企业； （２） 和 （５） 针对一般贸易企业； （３） 和 （６） 针对混合贸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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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虽然从全样本角度来看，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越多， 企业加成率越

低， 而中间品进口来源地集中度越高， 企业加成率越高， 但是对不同控股形式、 不

同出口行为、 不同贸易方式、 不同进口来源地类型的企业， 影响方向和显著性程度

依然存在较大差别。 具体而言，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与企业加成率的反向相关关系基

本上普遍存在于各类企业中， 但是对于内资、 非出口、 只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品

的企业， 其中间品进口来源地集中度提高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 这也恰恰证

明命题 ２ 的结论需要更加严格地假设前提， 至于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值得学术

界进一步探讨。

表 ８　 分样本回归： 不同进口来源地类型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３ ５６０） （－５ ３３９） （－７ ５０９）
来源地
集中度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５３０） （１ ７５５） （２ ０３１）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规模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１４ １０７ ５３ ７６６ ６８ ３１５ １４ １０７ ５３ ７６６ ６８ ３１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０４ ０ ４０９ ０ ４０１ ０ ４０１ ０ ４０８ ０ ４００
注： （１） 和 （４） 针对只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品的企业； （２） 和 （５） 针对只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品的企
业； （３） 和 （６） 针对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进口中间品的企业。

五、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一） 稳健性检验

除前文的分样本回归外， 针对比值类指标， 另一个重要的稳健性处理思路是变

量替换。 就本文研究话题来说， 我们将被解释变量企业加成率转化成虚拟变量， 即

如果企业加成大于全样本均值， 则令虚拟变量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表 ９ 报告

稳健性检验结果， 其中 （１） 和 （３） 为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２） 和 （４） 为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同样发现结果与基准回归没有差异。

（二） 内生性处理

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 本文以

中间品关税作为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与集中度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 关税由政府制

定并且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定， 符合外生性要求； 另一方面， 关税改变将造成进

口来源地数目和集中度的变化， 因此关税和中间品进口之间存在相关性。 中间品关税

的测度方法借鉴余淼杰和李晋 （２０１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的做法， 将贸易方式分为一般

贸易和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而加工贸易又免关税， 因此对

既有加工贸易 （Ｏ） 又有非加工贸易 （Ｐ） 的企业， 关税指标可以构建如下：

ＦＩＴｉｔ ＝ ∑ ｋ ＝ ０

ｍｋ
ｉ，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 ｋ∈Ｍ
ｍｋ

ｉ，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τｋ
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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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ｍｋ
ｉ，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ｙｅａｒ 表示 ｉ企业在出现的第一年产品 Ｋ的进口额， Ｍ是企业总的进

口额， 同时满足 Ｍ ＝ Ｏ ∪ Ｐ ， τｋ
ｔ 表示 Ｋ 产品在 ｔ 年的关税水平。

表 ９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１７ ２３１） （－１７ ６１６）

来源地集中度
　 　 ０ ３３１∗∗∗ 　 　 ０ ２０１∗∗∗

（１０ ５００） （１０ ９７８）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规模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１３６ １９３ １３６ １９３ １３６ １９３ １３６ １９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９４９ ０ ２９３６ ０ ２９３９ ０ ２９２６

表 １０ 报告以中间品关税作为工具变量的二阶段最小二乘结果。 增加工具变量

后，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依然负向显著， 中间品进口集中度

对企业加成率也依然正向显著， 显著性水平甚至还高于基准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二

阶段最小二乘结果通过了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同时第一阶段 Ｆ
＝ ２４１ １， 因此也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表 １０　 工具变量二阶段最小二乘

变量 第一阶段 ２ｓｌｓ 第二阶段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２ｓｌｓ 第二阶段 ２ｓｌｓ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０１∗∗∗

（－１０ ３４８）

来源地数目ｔ－１
　 ０ ９１８∗∗∗

（８４ ６１）

来源地数目ｔ－２
－０ ０２４∗∗

（－２ １５）

来源地集中度
０ ０３７∗∗∗

（４ ５７６）

来源地ｔ－１
０ ５１０∗∗∗

（９５ ５２）

来源地ｔ－２
０ １６８∗∗∗

（３２ ５９）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规模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过度识别检验 Ｃｈｉ２ （１） ＝ ２ ６９９　 ｐ ＝ ０ １００ Ｃｈｉ２ （１） ＝ ０ ２９８　 ｐ ＝ ０ ５８５
第一阶段 Ｆ 值 Ｆ＝ ２４１ １ Ｆ＝ １７９ ８
豪斯曼检验 Ｃｈｉ２ （１２） ＝ １２２ ４０　 ｐ ＝ ０ Ｃｈｉ２ （１１） ＝ １１１ ０９　 ｐ ＝ ０

观测数 ４５ ０７０ ４５ ０７０ ４５ ０７０ ４５ ０７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７７ ０ ３４３ ０ ６４０５ ０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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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观察进口来源地数目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对未来 １ 期、 ２ 期企业加成

率的影响， 有助于我们理解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对企业加成率的长期影响。 回

归结果见表 １１。 可以看出进口来源地数目增加会持续抑制未来 １ 期、 ２ 期的企业

加成率， 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的提高则会持续提升未来 １ 期、 ２ 期的企业加

成率。
到此为止的实证研究已经完全证明本文第二部分数理模型得出的两个命题， 即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越多， 企业加成率越低； 进口来源地越集中， 企业加成率越

高。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企业海外搜寻中间品市场的成本， 而集中化中

间品进口来源有利于降低反复产生的搜寻成本， 从而提高企业加成率。 由于缺乏企

业海外搜寻成本的相关统计数据和衡量指标， 暂时不能实现对这种机制的计量检

验，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今后的研究中， 如果能够找到合理的衡量方法或统

计数据， 继续本文的工作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表 １１　 对未来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变量 未来 １ 期加成率 未来 ２ 期加成率 未来 １ 期加成率 未来 ２ 期加成率

来源地数目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７ ７２５） （－７ ８８６）

来源地集中度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６∗∗

（１ ６６３） （２ ４９１）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规模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７７ ４２２ ４８ ７７６ ７７ ４２２ ４８ ７７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４

六、 结　 论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海外市场搜寻成本的企业搜寻密度模型， 并利用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获得的企业微观数据， 考

察了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与效果。 理论模型方面， 通过

引入企业在海外市场采购中间品所支付的搜寻密度与成本， 将企业的最优化行为建

立在搜寻－匹配框架下， 用于理解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过

程。 实证研究工作中， 我们不仅从总体上检验了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变化对企业

加成率的影响， 而且还通过区分企业控股类型、 是否具有出口行为、 贸易方式、 进

口来源国类型来验证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与集中度变化抑制会提升企业加成率的

方向与程度。 本文研究表明， 第一， 从总体上看，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对企业加

成率的影响负向显著， 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正向显著；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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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控股类型、 出口行为、 贸易方式、 进口来源地特征的企业， 其中间品进口来源

地结构与企业加成率的关系存在程度上的明显不同。 具体而言，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

与企业加成率的反向相关关系基本上普遍存在于各类企业中， 但是内资、 非出口、
只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品的企业， 其中间品进口来源地集中度提高并不能显著提

升企业加成率。 本文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都证明了搜寻成本降低， 是中间品进口

来源地数目减少和集中度提高会提升企业加成率的原因。
本研究进一步强调了保持中间品贸易伙伴稳定的重要性。 对产成品贸易伙伴来

说， 无论是出口目标市场还是进口目标市场， 多元化或分散化市场有利于降低贸易

风险， 减少贸易依赖， 从而增强贸易自主性， 这个观点对中间品贸易伙伴应该同样

适用。 问题的关键在于， 中间品作为产成品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投入品， 其质量和价

格都直接关系到产成品的最终质量和价格， 从而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和市场竞争

力， 因此适当集中而非过于分散中间品进口来源地， 对企业减少生产中不必要存在

的摩擦成本至关重要。 政府和企业都需要在追求贸易伙伴多元化和降低多元化成本

之间不断权衡， 而本质上其实是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的权衡， 这个问题往往存在

于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活动中。
本研究也充分展示了利用进口资源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进而促进出口转

型升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长期以来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大多认为要提升出口企业

国际竞争力， 应该关注外生政策手段 （如出口补贴、 出口退税等） 的作用。 本文

研究则发现， 除了以往传统的提高出口企业获利能力的外生政策手段外， 关注和促

进企业内生的生产效率提升也非常重要， 而利用进口资源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不仅

必要， 而且可行。 鼓励企业适当集中其中间品进口来源地， 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过

程中的摩擦成本。 信息获取和企业交往带来的摩擦成本， 以往常常被忽视， 但在在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摩擦成本将占据出口企业总成本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因此降低企业摩擦成本的努力应该得到重视。

从政策的角度而言， 政府可以通过构建企业与中间商交流平台 （如进口博览

会等形式）、 为企业外出走访生产链上游合作伙伴提供补助或便捷服务、 推荐稳定

且可靠地进口中间商等方式， 帮助企业提高加成率， 最终实现企业产品质量提升和

产品结构优化的目标。 此外，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寻找长期

稳定可靠的中间品进口伙伴， 对进口来源占企业相当比重的贸易伙伴提供一定的资

金补助和政策支持， 以保证企业能最大限度获得加成效果。
本文也存在不足： 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限制， 我们只能以不存在不确定性和

来自各进口来源国的贸易风险概率和强度不存在差异为假设条件， 但是现实中不同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的风险不可能完全相同。 一个更加集中的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

构， 虽然可以提高企业加成率， 却将带来更大的风险， 这不利于多元化贸易伙伴和

分散贸易风险。 因此在现实中， 企业应该在获得高加成率和承担相对较高的贸易集

中风险之间做好权衡， 而这个问题的理论探讨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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