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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探究了外资进入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影

响。 研究结果表明： 外资进入降低了内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 但是外资进入与行

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提升了内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 异质性分析显示， 外

资进入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促进了内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技术含量， 并

且对高技术水平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作用更大；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外资进

入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通过提升内资企业进口技术含量和促进企业创

新， 提升了内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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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的态势下， 我国进出口贸易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统计显示， ２０１７ 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为

１０ ８％， 而在发生两年摩擦后的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为 ５ ０％。 文献表明，
在不确定的全球竞争市场中， 企业想要留在全球价值链中并与更多贸易伙伴合作，
就必须能够提供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 以免被其他企业替代 （ Ｃóｒｃｏｌ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

跨国公司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方式 （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２］。 当外商投资企业只是从事销售和简单生产活动时，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

非其关注重点。 随着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逐步国际化，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成为影

响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重要制度因素 （Ｄ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３］。

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名家名栏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１－１６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行业生产网络下创新保护与中国企业外贸竞争力提升

研究” （１７ＪＪＤ７９０００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全球生产网络与知识产权保护下中国外贸竞

争力提升目标和路径研究” （１５ＡＺＤ０５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 ＩＦＤＩ 与 ＯＦＤＩ 互动发

展的内在机制与经济学解释” （１６ＺＤＡ０４３）。
［作者信息］ 沈国兵：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２００４３３ 电子信箱 ｇｕｏｂｉｎｇｓｈｅｎ＠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 ｃｎ； 黄铄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实证结果来看，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简称 ＦＤＩ） 对东

道国本土企业的影响是复杂的， 既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Ｘｕ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０９） ［４］， 也

存在显著的负效应或无显著影响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５］； Ｆｕ ａｎｄ Ｇｏｎｇ， ２０１１［６］ ）。 早

期文献忽视了 ＦＤＩ 产生作用的条件， 引致研究结论差异很大。 大量文献开始关注东

道国的吸收能力、 人力资源、 基础设施以及制度等因素的调节作用 （Ｂｌａ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Ｇｅｒｔｌｅｒ， ２００９［７］；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８］； Ｘｉａｏ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２０１８［９］）。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影响跨国公司的制度因素之一， 与本文较为相关的文献是外

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对东道国创新或生产率影响的研究。 刘思明等

（２０１５） ［１０］使用中国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 知识产权保护和 ＦＤＩ 的交互项对省级

专利数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 Ｈｏ 等 （２０１７） ［１１］、 毛其淋 （２０１９） ［１２］ 使用企业层面

数据研究发现， 知识产权保护下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有着促进作用； 然而，
Ｓｍｅｅｔｓ 和 Ｖａａｌ （２０１６） ［１３］从理论机制上证明， 知识产权保护会弱化 ＦＤＩ 对本土企业

生产率的溢出效应， 同时强化其竞争效应。
针对出口技术含量， 现有研究仅关注了外商直接投资或知识产权保护对其的直

接影响， 忽视了这两个变量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研究了外资

进入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调节效应， 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并

不能等同于企业被市场认可的出口竞争力， 企业生产率提升可能伴随着产品技术水

平下降 （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１４］， 而企业创新未必能转化为市场化的产品。 出口产品

技术含量是衡量企业外贸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本文研究证实外资进入不利于中国内

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提升， 但是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能促进内资企

业出口技术含量提升。 第二， 基于细化的企业层面数据做了异质性分析。 已有关注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交互影响的文献忽略了对企业异质性的分析 （毛其淋，
２０１９）。 在区分贸易方式和企业技术水平异质性后， 本文发现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

保护的调节作用主要提升了内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技术含量， 并且对高技术水平的

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作用更大。 第三， 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分

析， 发现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通过提高企业进口技术含量、 促进企

业创新， 提升了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二、 知识产权保护、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出口
技术含量： 理论机制分析

研究表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跨国公司进入 （Ｄ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并影

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 如技术引进、 创新活动和市场势力。 由此， 知识

产权保护是调节外资进入对本土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 知识产权保护下， 外资进入有利于本土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提升。 理

论上， 虽然南方国家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南方国家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成

本， 但是加快了北方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转移， 南方国家能更快接触到先进的技

术， 跨国公司在南方国家的研发雇员增加， 这有利于南方国家的工业发展 （Ｂｒ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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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ｇｇｉ， ２０１１） ［１５］。 细分渠道如下： 一是提升进口渠道， 知识产权保护下

母公司与东道国附属子公司分享技术和设备更加安全， 由此促进外资企业进口高水

平的 技 术、 设 备 和 投 入 品 等 （ Ｃａｎａｌｓ ａｎｄ Şｅｎｅｒ， ２０１４ ） ［１６］。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等

（２００６） ［１７］发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后， 美国跨国公司的专利特许使用费

上升， 跨国公司的技术进口增加。 在观察到外资企业进口后， 本土企业可以向外资

企业学习， 进口类似的技术、 设备和投入品等， 通过进口提升出口 （Ｍａ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２ ［１８］； Ｌｉ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９［１９］ ）。 二是促进创新渠道， 除了进口产品和技

术， 知识产权保护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研发创新活动也有所提升。 东道国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 提高了跨国公司选择以生产性研发模式以及 “生产＋实验室研发” 模

式进入东道国的概率， 同时其在东道国的研发支出、 专利注册以及对外技术授权也

有所提升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Ｉｔｏ ａｎｄ Ｗａｋａｓｕｇｉ， ２００７［２０］； Ｂｒｉｇｇ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２０１４［２１］）。 公平透明的知识产权保护下， 知识产权风险下降， 有助于跨国公司与本

土企业研发联盟的建立和稳定 （王则灵和尤建新， ２０１５） ［２２］， 这使得本土企业能够

接触到前沿技术， 促进了本土企业自身的创新 （Ｂｒｉｇｇ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２０１４）。
第二， 知识产权保护下， 外资进入不利于本土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提升。 同

行业外资企业通过知识溢出和竞争效应影响本土企业， 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下外资企

业的溢出下降， 同时竞争加剧， 这都不利于本土企业出口技术含量提升。 一是抑制

溢出渠道， 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知识溢出是无意的技术扩散， 外资企业不能从中

获益。 在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下， 外资企业有充足的途径保护其专利， 由此降低了

知识溢出效应 （Ｓｍｅｅ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ａｌ， ２０１６）。 Ｆｕ 和 Ｇｏｎｇ （２０１１） 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

研发并不能促进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 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使用知识产权对高端

技术进行了保护， 从而降低了溢出效应。 由于难以获得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 技术

引进需求增加， 引致技术引进成本上升， 内资企业获得技术升级的难度进一步提高

（Ｌｏｒｅｎｃｚｉｋ ａｎｄ Ｎｅｗｉａｋ， ２０１２） ［２３］。 二是市场竞争渠道， 知识产权保护赋予了专利

拥有者的垄断权力， 强化了更具创新能力的外资企业的市场势力， 竞争效应下不利

于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 （Ｓｍｅｅ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ａｌ， ２０１６）。 Ｌｅｒｎｅｒ （２００９） ［２４］研究发现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后， 外国专利申请大幅上升， 而英国本土专利申请小幅下降， 专利垄

断权主要被外国企业攫取。 Ｆａｒｉａ 和 Ｓｏｆｋａ （２０１０） ［２５］测算了葡萄牙企业知识产权保

护策略的广度， 发现本土企业为 ０ ９６， 而跨国子公司为 １ ４３， 知识产权保护进一

步拉大了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的差距。 随着外资企业的市场势力加强， 本土企

业不得不缩小经营范围， 甚至退出特定市场， 这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

（罗伟和葛顺奇， ２０１５） ［２６］。 综合以上分析， 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本土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影

响是不确定的， 既可能为正， 也可能为负， 取决于二者的综合效应。
在知识产权保护下， 同行业外资企业进入通过提升进口渠道和促进创新渠道对

本土企业出口技术含量产生了提升作用； 而通过抑制溢出渠道和市场竞争渠道产生

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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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根据影响机制和理论命题， 参考 Ｓｍｅｅｔｓ 和 Ｖａａｌ （２０１６） 的模型， 本文将计量

模型设定如下：
ＥＸＴＥ ｉｊｆｔ ＝ α０ ＋ α１ＦＡＲ ｉｊｔ ＋ α２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 α３ＩＰＰ ｊｔ ＋ Ｚ ｉｔη ＋ Ｈ ｊｔμ ＋ Ｅ ｉｊｆｔρ

　 　 　 　 　 　 ＋ λ ｉ ＋ λ ｊ ＋ λ ｆ ＋ λ ｔ ＋ εｉｊｆｔ （１）
其中， ＥＸＴＥ ｉｊｆｔ 表示第 ｔ 年城市 ｉ 行业 ｊ 内资企业 ｆ 的出口技术含量， ＦＡＲ ｉｊｔ 为第 ｔ

年城市 ｉ 行业 ｊ 的外资进入程度， ＩＰＰ ｊｔ 代表第 ｔ 年行业 ｊ 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为二者交互项， α２ 是本文主要关注的交互项的系数， Ｚ ｉｔ 代表第 ｔ 年城市 ｉ 的
区域特征， Ｈ ｊｔ 代表第 ｔ 年行业 ｊ 的行业特征， Ｅ ｉｊｆｔ 代表第 ｔ 年城市 ｉ 行业 ｊ 内资企业 ｆ
的企业特征， Ｚ ｉｔ、 Ｈ ｊｔ、 Ｅ ｉｊｆｔ 分别是控制变量向量， η、 μ、 ρ 分别是控制变量向量的系

数， λ ｉ、 λ ｊ、 λ ｆ、 λ ｔ 分别代表城市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

固定效应， εｉｊｆ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研

究， 变量构建说明如下。
１． 因变量： 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沈国兵和黄铄珺 （２０１９ａ） ［２７］对 Ｔａｃｃｈｅｌｌａ 等 （２０１３） ［２８］的研究中的显性比较优

势 （ＲＣＡ） 的划分进行了细化， 改进了适合度法。 参考改进的适合度法， 本文使用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提供的多国 （地区） ＨＳ６ 分位产品出口数

据， 计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的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Ｑｐｔ。 根据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和

企业出口额， 可以得到企业整体出口技术含量：

ＥＸＴＥ ｉｊｆｔ ＝ ∑Ｎ

ｐ

ｘｉｊｆｐｔ

ｘｉｊｆｔ

× Ｑｐｔ （２）

其中， ｘｉｊｆｐｔ 表示城市 ｉ 行业 ｊ 中企业 ｆ 第 ｔ 年产品 ｐ 的出口额， ｘｉｊｆｔ 为城市 ｉ 行业 ｊ
中企业 ｆ 第 ｔ 年的总出口额。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１） 行业外资进入 （ＦＡＲ ｉｊｔ）。 参考 Ｄａｍｉｊａｎ 等 （２０１３） ［２９］的研究， 考虑到溢出

效应受地理距离的影响， 本文使用第 ｔ 年城市 ｉ 两分位行业 ｊ 中外资总产出占当年

行业内企业总产出的比值计算出行业外资渗透度 （ＦＡＲ ｉｊｔ） ， 表示行业外资进入程

度。 本文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登记类型为 ２１０、 ２２０、 ２３０ 及 ２４０ 的中国港澳台投资

企业， 以及登记类型为 ３１０、 ３２０、 ３３０ 及 ３４０ 的外国投资企业， 都认定为外资企

业， 属于集合 ΩＦＤＩ。 而将外国投资企业和中国港澳台投资企业之外的企业， 界定

为内资企业。 行业外资进入计算为：

ＦＡＲ ｉｊｔ ＝
∑ ｆ∈ΩＦＤＩ

Ｙｉｊｆｔ

∑ ｆ∈ΩＡＬＬ
Ｙｉｊｆｔ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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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ΩＦＤＩ 为外资企业集合， ΩＡＬＬ 为所有企业集合， Ｙｉｊｆｔ 为第 ｔ 年城市 ｉ 两分位行

业 ｊ 内企业 ｆ 的产出。
（２）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 ＩＰＰ ｊｔ）。 参考尹志锋等 （２０１３） ［３０］的研究， 本文

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相乘的值代表行业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 参考韩玉雄和李怀祖 （２００５） ［３１］的方法， 将国家知识产权名义保

护水平和实际保护力度相乘， 构建出国家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 （ ＣＩＰＰｔ ）。 国家知

识产权名义保护水平根据 Ｇｉｎａｒｔｅ 和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７） ［３２］ 的方法计算得到①。 其实际保护

强度计算为社会法制化程度、 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平均值。 第

一， 社会法制化程度， 参考韩玉雄和李怀祖 （２００５） 的方法， 该值为律师占总人口

的比率再除以万分之五， 数据来源于 《中国律师年鉴》； 第二， 知识产权执法保护，
该值为知识产权违法侵权结案数占立案数的比重， 数据来源于 《国家知识产权局年

报》； 第三，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该值为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审审结案件占

新收案件的比重， 即案件审结率， 数据来源于 《中国知识产权年鉴》。
从国家层面刻画知识产权保护忽视了不同行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依赖程度， 已

有文献主要使用行业研发密度和专利密度来表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 （尹志

锋等， ２０１３）， 以此反映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据此， 在行业层面， 参考沈国兵

和黄铄珺 （２０１９ａ） 的研究， 使用行业相对研发密度 （ＲＥＲＤ ｊｔ） 代表该行业知识产

权保护程度， 具体计算为：

ＲＥＲＤ ｊｔ ＝
ＲＤ ｊｔ

ＲＤｔ

（４）

其中， ＲＤ ｊｔ 为第 ｔ 年行业 ｊ 的研发密度， 计算方法为行业研发支出 ／行业工业总

产值， ＲＤｔ 为第 ｔ 年行业研发密度的均值， 数据来源于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

鉴》。 将国家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与行业相对研发密度相乘②构建出行业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
ＩＰＰ ｊｔ ＝ ＣＩＰＰ ｔ × ＲＥＲＤ ｊｔ （５）

３．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城市人力资本 （ＥＤＵＳｉｔ） 使用城市教育水平衡量， 为高等学校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
城市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ＧＤＰＲｉｔ） ； 城市人均实际 ＧＤＰ 使用各市 ＧＤＰ 除以

人口计算并经价格指数平减至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 数据均来源于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４ 行业层面控制变量

行业市场集中度 （ＨＨＩ ｊｔ） ， 是由两分位行业中企业销售收入计算得到的赫芬达

尔指数来代表， 该值越小， 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 行业产出品进口关税 （ＯＵＴＦ ｊｔ） 和 行业投入品进口关税（ ＩＮＴＦ ｊｔ） ， 具体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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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ｉｎａｒｔｅ 和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７） 从专利法覆盖范围、 国际条约成员、 权利丧失的保护、 执法措施以及保护期限 ５
个角度构建国家知识产权名义保护水平。

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差异， 在稳健性分析中本文分别使用省级层面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和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相乘， 构建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３３］ 的方法计算得到， 数据来源于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数据库和 ＷＴＯ 关税数据库。

５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参考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的方法， 控制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的企业层面变量： 企业生产率 （ｌｎＴＦＰ ｉｊｊｔ） ， 由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缺

乏工业增加值和中间投入数据， 无法使用 ＯＰ 法或 ＬＰ 法测度企业生产率， 因此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企业生产率； 企业资本密集度 （ｌｎＫＳｉｊｊｔ） ， 为企业固定资本除

以企业员工总数； 企业规模 （ｌｎＡｉｊｊｔ） ， 使用企业资产总额表示企业规模； 企业存续

期 （ｌｎＡＧＥ ｉｊｊｔ） ， 表示企业的存活时长， 反映了企业的风险承受力； 企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 ｉｊｊｔ） ， 为企业利润 ／企业营业收入， 用以控制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经营能力。
上述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描述

变量 观察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２５７ １０１ ０ ７４ １ １７ ０ ５３ ３５
ＦＡＲｉ ｊ ｔ ２４２ ７２９ ０ ３１ ０ ２３ ０ １
ＩＰＰ ｊ ｔ ２５５ ８７６ ３ ５８ １ ９９ ０ ４９ ８ ８７
ＥＤＵＳｉｔ １８８ ４４０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０ ９９
ＧＤＰＲｉｔ ２５５ ５５５ ０ １０ ０ ０６ －０ ５４ １ ７４
ＨＨＩｊ ｔ ２５７ １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６ ０ ００１ １
ＯＵＴＦ ｊ ｔ ２５３ ５４６ ０ １１ ０ 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６５
ＩＮＴＦ ｊ ｔ ２５３ ６３１ ０ ０６ ０ 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１５
ｌｎＴＦＰｉｊｆｔ ２５７ １００ １ ９７ ０ １２ ０ ７７ ２ ６０
ｌｎＫＳｉｊｆｔ ２５７ １０１ ３ ７６ １ ３７ －６ ２７ １３ ９６
ｌｎＡｉｊｆｔ ２５７ １０１ １０ ６６ １ ５０ ４ ７６ １９ ４４

ｌｎＡＧＥｉｊｆｔ ２５６ ８２０ ２ １７ ０ ７３ ０ ４ １７
ＰＲＯＦｉｊｆｔ ２５７ １０１ ０ ０４ ０ １５ －３０ ２１ １

四、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外资进入与中国
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经验分析

（一） 基准回归

经验分析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列 （１） —列 （３） 中仅考虑了行业外

资进入 （ＦＡＲ ｉｊｔ） 的影响， 列 （４） —列 （６） 中加入了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 ＩＰＰ ｊｔ） 以

及行业外资进入与其的交互项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列 （４） —列 （６） 中交互项的系

数符号及显著性是本文关注的核心。 列 （１） 和列 （４） 中仅控制了城市层面控制

变量， 列 （２） 和列 （５） 中加入了行业层面控制变量， 列 （３） 和列 （６） 中进一

步加入了企业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 行业外资进入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

项对该行业企业出口技术含量产生了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影响系数符号和显

著性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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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类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ＦＡＲｉ ｊ ｔ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１５∗∗∗ 　 　 －０ １９∗∗∗ 　 　 －０ １８∗∗∗

（－０ ５４） （－０ ４９） （－０ ４０） （－２ ４８） （－３ ０２） （－２ ８９）

ＦＡＲｉ ｊ ｔ×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３ ２０） （４ １５） （４ ０８）

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１ １７） （－１ ４１） （－１ ３４）

ＥＤＵＳｉｔ
０ ４１ ０ ３６ ０ ３６ ０ ４０ ０ ３５ ０ ３４

（１ ６５） （１ ６１） （１ ６０） （１ ５３） （１ ３５） （１ ３４）

ＧＤＰＲｉｔ
０ ０１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１５）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１６） （－０ ０１） （－０ ０５）

ＨＨＩｊ ｔ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１∗∗∗

（４ ５８） （４ ６１） （４ ４６） （４ ４８）

ＯＵＴＦ ｊ ｔ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６４） （０ ６２） （０ ６８） （０ ６５）

ＩＮＴＦ ｊ ｔ
－０ ３５ －０ ３７ －０ ２８ －０ ２９

（－０ ４９） （－０ ５２） （－０ ４２） （－０ ４４）

ｌｎＴＦＰｉｊｆ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２０） （０ ０７）

ｌｎＫＳｉｊｆ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２ ２７） （－１ ９０）

ｌｎＡｉｊｆ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

（－０ ７７） （－０ ６５）

ｌｎＡＧＥｉｊｆ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１２） （０ １６）

ＰＲＯＦｉｊｆ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６７） （－０ ５６）

常数项
０ ３７ ０ ０７ ０ １４ ０ ６８∗∗∗ ０ ６９∗∗∗ ０ ６７∗∗∗

（０ ５０） （０ ０７） （０ １５） （９ ６９） （６ ７３） （３ ４８）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７８ ０００ １７５ ６５２ １７５ ４０３ １７７ ５５０ １７５ ２３６ １７４ ９８７
注： 括号中的值为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统计水平下显著； 下表同。

具体到列 （３） 和列 （６） 的回归结果， 本文发现： 第一， 在不考虑行业知识

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时， 行业外资渗透度 （ＦＡＲ ｉｊｔ） 对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ＥＸＴＥ ｉｊｆｔ） 并无显著影响。 究其原因， 文献表明外资企业进入对本土企业的影响受

到吸收能力、 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不考虑这些因素时， 其影

响可能不显著。 Ｂｌａｌｏｃｋ 和 Ｇｅｒｔｌｅｒ （２００９） 发现， 在不考虑企业吸收能力时， ＦＤＩ
对印度尼西亚本土企业生产率并无显著影响， 总体回归掩盖了调节因素的重要作

用。 第二， 考虑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后， 行业外资渗透度 （ＦＡＲ ｉｊｔ） 的系数

显著为负，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 ＩＰＰ ｊｔ）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而二者交互项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的系数统计上显著为正。 究其原因， 当知识产权保护较弱时， 本土企业以

模仿为主。 为保护技术和产品不被模仿， 外资进入时只会将略高于东道国的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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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转移， 这难以起到示范效应。 此时， 竞争效应占主导地位， 不利于内资企业出口

技术含量的提升。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 外资企业会转移高水平的技术和

产品， 甚至设立研发中心， 促使其与本国企业进行合作研发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Ｉｔｏ ａｎｄ Ｗａｋａｓｕｇｉ， ２００７； Ｂｒｉｇｇ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２０１４）， 这才使得内资企业有机会

接触到前沿技术， 由此带来学习效应， 提升了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据此， 外资进入

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有着调节促进作用， 这证实了本文的命题 “外资进入与知识

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本土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为正”。
（二） 稳健性分析

本文从变量指标测度、 极端值、 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等多方面进行了稳

健性回归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３ 和表 ４。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指标度量

类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ａｃｃｈｅｌｌａ

等 （２０１３）
以销售度量

渗透度
以劳动度量

渗透度
行业专利

密度
省级知识
产权保护

城市知识
产权保护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ＦＡＲｉ ｊ ｔ
　 　 －０ ２４∗∗∗ 　 　 －０ １８∗∗∗ 　 　 －０ ２０∗∗∗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０３

（－３ ８０） （－３ ５２） （－３ ４８） （－３ ２３） （－２ ９３） （－０ ８４）

ＦＡＲｉ ｊ ｔ×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１３∗∗∗ ０ ０２∗∗

（４ １３） （４ ４３） （３ ９４） （５ ７７） （３ ４９） （２ １３）

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４ ６９） （－１ ７６） （－１ ５４） （－３ ０４） （－０ ３１） （－２ ６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７４ ９８７ １７４ ９８７ １７４ ９８７ １７４ ９８７ １７４ ９８７ １７４ ９３２
注： 括号中的值为 ｔ 统计量； 列 （２） 和列 （３） 的外资渗透度 （ＦＡＲｉ ｊ ｔ ） 分别用 ＦＡＲＳｉ ｊ ｔ和 ＦＡＲＬｉ ｊ ｔ度量； 列
（４） —列 （６） 的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 ＩＰＰ ｊ ｔ） 分别用 ＩＰＰＡ ｊ ｔ、 ＩＰＰＳ ｊ ｔ和 ＩＰＰＣ ｊ ｔ来度量。

１ 出口技术含量指标测度

本文使用 Ｔａｃｃｈｅｌｌａ 等 （２０１３） 的方法测算了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以进行稳

健性分析。 表 ３ 列 （１） 显示， 行业外资渗透度提高和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对本土

企业出口技术含量提升均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 但二者交互项仍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

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下， 外资进入能提升本土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基准回归结果

稳健。
２ 外资渗透度指标测度

一是考虑到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不一定都进入市场， 还有一部分转化为库存， 稳

健性分析中使用企业销售为基础构建了行业外资渗透度 （ＦＡＲＳｉｊｔ）。 结果见表 ３ 列

（２）。 二是考虑到外资企业不仅通过产品市场影响到本土企业， 还会通过劳动力市

场产生影响。 参考 Ｂａｒｒｙ 等 （２００５） ［３４］的方法， 以企业劳动力为基础构建出行业外

资渗透度 （ＦＡＲＬｉｊｔ）， 回归结果见表 ３ 列 （３）。 表 ３ 列 （２） 和列 （３） 的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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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渗透度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 这与表 ２ 中基准回归列

（６） 的结果是一致的。
３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指标测度

一是企业进行专利申请， 经国家专利局授权得到真实保护， 成为企业知识产

权。 据此， 本文在稳健回归中使用行业相对专利密度来表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程

度， 并与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相乘构建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 ＩＰＰＡ ｊｔ） ，
回归结果见表 ３ 的列 （４），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 二

是将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细化到省级和城市层面。 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知识

产权保护执行力度存在差异， 本文在稳健性回归中进一步将知识产权保护细化至省

级—行业层面和城市—行业层面。 参考吴超鹏和唐菂 （２０１６） ［３５］的研究， 这里使用

省级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省级专利未被侵权纠纷占比的平均值来表示

省级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将其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相乘构建省级—行业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 （ ＩＰＰＳ ｊｔ） ， 回归结果见表 ３ 的列 （５）。 进一步， 参考沈国兵和黄铄珺

（２０１９ｂ） ［３６］的方法， 使用城市知识产权审判案例数为基础构建城市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 并将其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相乘构建城市—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 ＩＰＰＣ ｊｔ） ， 回归结果见表 ３ 的列 （６）。 在表 ３ 列 （５） 和列 （６） 中行业外资渗透

度和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下外资

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能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列 （４） —列 （６） 的回归结

果表明， 使用不同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测度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４ 极端值问题

考虑到样本极端值可能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１％
的缩尾处理 （Ｗｉｎｓｏｒ）。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的列 （１）， 外资进入的系数显著为负， 而

其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５ 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本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回归解决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表 ４ 列

（２） 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 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一阶段回归， ＲＥＧ 为行政管理效率指标， 其

作为只影响出口决策的独立变量。 参考沈国兵和黄铄珺 （２０１９ａ） 的方法， 使用

《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 中汇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表示 ＲＥＧ。 回归结果显示，
加大行业外资进入和加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提升了内资企业进行出口的概率，
并且二者交互项具有调节增强作用。 表 ４ 列 （３） 为 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二阶段回归， 在回

归中加入第一阶段回归产生的逆米尔斯比率 （Ｍｉｌｌｓｒａｔｉｏ）， 逆米尔斯比率的回归系

数统计上显著， 表明回归存在一定程度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在考虑了样本选择偏

差之后， 外资渗透度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均未发生变

化， 系数大小接近， 这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６ 内生性问题

（１） 遗漏变量可能造成内生性问题。 基准回归中， 控制了大量固定效应， 这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了不可观测因素， 但仍无法排除存在其他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因素。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认为国有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更低， 据此， 本文控制了企业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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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占比 （ＳＴＡＴＥｉｊｆｔ） ， 计算为企业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的比率。 考虑到企业进口会对

企业出口产生影响 （Ｍａ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２）， 在稳健回归中还加入了企业进口技术含

量 （ＩＭＴＥｉｊｆｔ） ， 具体计算参考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的列 （４）， 企业国有

成分占比的系数为负， 但并不显著， 而企业进口产品技术含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进

口技术含量提升能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 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后， 外资渗透度与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项统计上仍显著为正， 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

类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缩尾处理
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一阶段

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二阶段

增加控制
变量

滞后回归
工具变量

回归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Ｄ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ＦＡＲｉ ｊ ｔ
　 　 －０ １４∗∗∗ 　 　 　 ０ １８∗∗∗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０３ 　 　 －１ ３１∗∗

（－５ ２２） （１１ ３１） （－４ ２６） （－２ ２０） （－０ ５３） （－２ ４２）

ＦＡＲｉ ｊ ｔ×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２７∗∗

（４ ２９） （３ ０３） （４ ２２） （１ ８２） （２ ０９） （２ ２４）

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 －０ １８∗∗∗

（０ ５７） （５ ０３） （－２ １０） （０ ２８） （－３ ６２） （－３ １１）

ＲＥＧ ０ ０３∗∗∗

（６ ８９）

Ｍｉｌｌｓｒａｔｉｏ
－０ ３４∗ ∗

（－２ ２１）

ＳＴＡＴＥｉｊｆｔ
－０ ０１

（－０ ２１）

ＩＭＴＥｉｊｆｔ
０ ０８∗∗∗

（１３ ４３）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７４ ９８７ １ ５７４ １１９ １７４ ９８７ ４１ ３８５ １４０ ５５４ １７３ ５１５
注： 列 （１） 及列（３）—（６）括号中的值为 ｔ 统计量； 列 （２） 中因变量为是否出口 （ＥＸＤｉｊｆｔ）， 是一个 ０ 和 １
的二元选择变量， 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回归； 列 （２） 括号中为 ｚ 统计量。

（２） 反向因果可能引致内生性问题， 这里使用滞后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来解

决。 一是考虑到反向内生性问题和变量的滞后影响问题， 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自变

量替换当期自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的列 （５）， 外资渗透度滞后

项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滞后项之间的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正。 二是虽然滞后一期回

归能够解决反向内生性问题， 但是其遗漏了当期重要的信息影响。 在表 ４ 的列

（６） 中，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这里使用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流动人口中的外国移民者份额 （ＩＭＳ） 与滞后一期国家层面行业外

资渗透度相乘的值作为城市—行业层面外资渗透度的工具变量①。 参考 Ｆｉｓｍａ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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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７） ［３７］的方法， 滞后一期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符合工具变量的

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可以作为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工具变量。 交互项的工具

变量为外资渗透度工具变量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工具变量相乘的值。 回归结果见表

４ 的列 （６）， 工具变量回归下行业外资进入与行业知识产权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和显

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因而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五、 进一步细化分析和异质性分析

（一） 多角度细化的出口技术含量

企业出口技术含量体现了企业出口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 其同时受企业最高技

术含量出口品和最低技术含量出口品的影响。 最高技术含量产品描绘了企业出口产

品的技术边界， 最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升级是技术升级效应， 体现了技术进步 （Ｆｕ
ａｎｄ Ｇｏｎｇ， ２０１１）。 而最低技术含量产品技术低是由于企业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造

成其在某些领域生产的是低技术水平产品， 这体现了企业出口产品中的短板， 因而

最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升级体现了补齐短板效应。
本文进一步将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细化分解为企业出口最高技术含量 （ＭＸＴＥ ｉｊｆｔ）

和企业出口最低技术含量 （ＭＮＴＥ ｉｊｆｔ） ， 从多角度探究在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下外资

进入对其产生的影响。 针对企业出口最高技术含量 （ＭＸＴＥ ｉｊｆｔ） 的回归结果见表 ５ 列

（１） 的全样本和列 （２） 的多产品企业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在列 （１） 和列

（２） 中， 虽然外资进入本身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 但是其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交

互项的系数统计上显著为正， 表明在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下， 优质的外资更加愿意

进入东道国， 通过技术溢出等助力内资企业生产技术边界的上移。 针对企业出口最

低技术含量 （ＭＮＴＥ ｉｊｆｔ） 的回归结果见表 ５ 列 （３） 的全样本和列 （４） 的多产品企

业的回归结果， 在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下， 外资进入也提升了内资企业的最低技术

含量产品的技术水平。 因此，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 同时通过技术

升级效应和补齐短板效应促进了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

表 ５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外资进入与企业出口最高和最低技术含量

类别
（１） （２） （３） （４）

全样本 多产品企业样本 全样本 多产品企业样本
ＭＸＴＥｉｊｆｔ ＭＸＴＥｉｊｆｔ ＭＮＴＥｉｊｆｔ ＭＮＴＥｉｊｆｔ

ＦＡＲｉ ｊ ｔ×ＩＰＰ ｊ ｔ
　 　 ０ １０∗∗∗ 　 　 ０ １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４ ６６） （５ ２４） （２ ７０） （１ ９８）

ＦＡＲｉ ｊ ｔ
－０ ５７∗∗∗ －０ ５７∗∗∗ －０ １３∗∗∗ －０ ２３∗∗∗

（－５ ７０） （－４ ９２） （－３ １４） （－５ ７６）

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２ ２９） （－２ ９５） （－４ ０１） （－５ ３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７４ ５８８ １５４ ０１０ １７４ ５８８ １５４ ０１０

注： 以上各列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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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区分贸易方式异质性

加工贸易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 加工贸易主要承接外国的加工出口订单， 外国

合作伙伴负责提供生产技术、 中间投入品或者产品设计 （Ｌｉｕ ａｎｄ Ｑｉｕ， ２０１６） ［３８］，
是 “两头在外， 一头在内” 的生产模式。 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在盈利能

力、 生产率和融资约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Ｍａ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６） ［３９］。 在知识

产权保护下， 外资进入对一般贸易出口技术含量和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是

否存在明显的不同呢？
参考沈国兵和黄铄珺 （２０１９ａ） 的研究， 本文分别计算出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

技术含量 （ＯＸＴＥ ｉｊｆｔ） 和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含量 （ＰＸＴＥ ｉｊｆｔ）。 回归结果见表 ６ 的列

（１） 和列 （３）。 为进行稳健性分析， 在表 ６ 的列 （２） 和列 （４） 中， 进一步聚焦

了纯一般贸易企业和纯加工贸易企业。 列 （１） 和列 （２） 中，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

权保护交互项的系数统计上均显著为正。 对比列 （３） 和列 （４） 的加工贸易出口

技术含量，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交互项的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

是： 一方面， 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主要由外国合作企业决定， 其受本国市场上其

他企业相互作用的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 加工贸易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更严重

（Ｍａ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６）， 在融资约束下， 加工贸易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向外资企

业学习， 进口类似设备或进行研发以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据此， 外资进入和知

识产权保护的调节强化作用， 主要提升了内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技术含量， 而对加

工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表 ６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外资进入对不同贸易方式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

类别

（１） （２） （３） （４）

企业一般贸易
出口技术含量

纯一般贸易企业
出口技术含量

企业加工贸易出口
技术含量

纯加工贸易企业出口
技术含量

ＯＸＴＥｉｊｆｔ ＯＸＴＥｉｊｆｔ ＰＸＴＥｉｊｆｔ ＰＸＴＥｉｊｆｔ

ＦＡＲｉ ｊ ｔ×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２ 　 　 ０ １０

（４ ３５） （３ １３） （０ ６７） （０ ７１）

ＦＡＲｉ ｊ ｔ
－０ １８∗∗∗ －０ ２３∗∗∗ －０ ０９ －０ ８０

（－３ ２３） （－２ ８９） （－０ ８８） （－１ １９）

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

（－１ ９７） （－１ ３７） （０ １１） （－０ 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１５６ ５０５ ９５ ５９５ ７２ ８１１ １１ ９０１

（三） 企业异质性研究

企业异质性模型表明， 生产率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关键因素。 Ｉａｃｏｖｏｎｅ
（２０１２） ［４０］发现， 在面对外来竞争时， 高技术企业从中获益更多， 生产率增速更快。
本文从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企业生产率两个角度测度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 以

考察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对不同生产技术水平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

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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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企业出口技术含量异质性分析

当企业出口技术含量大于等于行业中值时， 有 Ｄｅｘｔ
ｉｊｆｔ ＝ １， 否则 Ｄｅｘｔ

ｉｊｆｔ ＝ ０。 表 ７ 的

列 （１） 和列 （２） 中， 分别针对高出口技术含量和低出口技术含量的内资企业进

行回归， 结果显示，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项仅对高出口技术含量的企业

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其对低出口技术含量企业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为了使

系数具有可比性， 在列 （３） 中加入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与 Ｄｅｘｔ
ｉｊｆｔ 的三重交互项， 结果显示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本身显著为正， 并且其与 Ｄｅｘｔ
ｉｊｆｔ 的三重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 这表明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对内资高出口技术含量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的

提升作用更大。
２ 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分析

当企业生产率大于等于行业中值时， 有 Ｄｔｅｃ
ｉｊｆｔ ＝ １， 否则 Ｄｔｅｃ

ｉｊｆｔ ＝ ０。 分组回归下，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加强， 对内资高生产率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的

出口技术含量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７ 的列 （６） 中， 加入三重交互项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 Ｄｔｅｃ
ｉｊｆｔ 进行比较， 发现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效应对内资高生产率

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作用更大。 可能的解释是， 企业生产率是一个加总的指

标， 包含了知识技术、 研发能力、 管理能力等与生产相关的能力 （周茂等，
２０１５） ［４１］， 高生产率企业往往更加注重创新， 也更有能力进行学习和创新。

表 ７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外资进入对异质性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出口技术 低出口技术 出口技术交互 高生产率 低生产率 生产率交互

ＦＡＲｉ ｊ ｔ×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３ ８４） （１ ３９） （２ ０４） （２ ６９） （３ ００） （３ ６４）

ＦＡＲｉ ｊ ｔ×ＩＰＰ ｊ ｔ×Ｄｅｘｔ
ｉｊｆｔ

０ ０４∗∗∗

（３ ３８）

ＦＡＲｉ ｊ ｔ×ＩＰＰ ｊ ｔ×Ｄｔｅｃ
ｉｊｆｔ

０ ０２∗∗

（１ ９９）

ＦＡＲｉ ｊ ｔ
－０ １９∗ －０ ０２∗ －０ ０６ －０ １８∗∗ －０ ２５∗∗∗ －０ １７∗∗∗

（－１ ９０） （－１ ７６） （－１ ０３） （－２ １４） （－３ ４８） （－３ ３０）

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

（－１ ３５） （－２ ７５） （－４ ９２） （－２ ４９） （－０ ２０） （－１ ５８）

ＦＡＲｉ ｊ ｔ×Ｄｅｘｔ
ｉｊｆｔ

－０ ２０∗∗∗

（－３ ７１）

ＦＡＲｉ ｊ ｔ×Ｄｔｅｃ
ｉｊｆｔ

－０ ０４
（－１ １０）

ＩＰＰ ｊ ｔ×Ｄｅｘｔ
ｉｊｆｔ

０ ０４∗∗∗

（８ ０７）

ＩＰＰ ｊ ｔ×Ｄｔｅｃ
ｉｊｆｔ

－０ ００２
（－０ ８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８９ ５１６ ８５ ４７１ １７４ ９８７ ８０ ０７４ ９４ ９１３ １７４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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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渠道检验

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可能的机制渠道进行检验。 外资进入和知识产权保护

之间存在着调节强化作用， 这里针对理论机制分析中的正向交互效应进行检验， 即

对提升进口渠道和促进创新渠道进行检验。 参考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 ［４２］的研究，
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渠道检验，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ＥＸＴＥ ｉｊｆｔ ＝ β０ ＋ β１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 β２ＦＡＲ ｉｊｔ ＋ β３ＩＰＰ ｊｔ ＋ ＣＲＬδ ＋ λ ｉ ＋ λ ｊ

　 　 　 　 　 　 ＋ λ ｆ ＋ λ ｔ ＋ εｉｊｆｔ （６）
Ｍｉｊｆｔ ＝ γ０ ＋ γ１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 γ２ＦＡＲ ｉｊｔ ＋ γ３ＩＰＰ ｊｔ ＋ ＣＲＬξ ＋ λ ｉ ＋ λ ｊ ＋ λ ｆ

　 　 　 　 ＋ λ ｔ ＋ εｉｊｆｔ （７）
ＥＸＴＥ ｉｊｆｔ ＝ θ０ ＋ θ１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 θ２Ｍｉｊｆｔ ＋ θ３ＦＡＲ ｉｊｔ ＋ θ４ＩＰＰ ｊｔ ＋ ＣＲＬφ

　 　 　 　 　 　 ＋ λ ｉ ＋ λ ｊ ＋ λ ｆ ＋ λ ｔ ＋ εｉｊｆｔ （８）
其中，Ｍｉｊｆｔ 为中介变量， 在具体回归中分别代表企业进口技术含量 （ ＩＭＴＥ ｉｊｆｔ） 和

企业创新决策 （ ＩＮＤｉｊｆｔ） ； ＣＲＬ 为控制变量向量， 包括 Ｚ ｉｔ、 Ｈ ｊｔ、 Ｅ ｉｊｆｔ 等控制变量向

量； δ、 ξ、 φ 是控制变量向量的系数。 本文重点关注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交互

项的作用， 因而在中介效应检验中主要关注变量系数 γ１、 θ２ 在统计上是否显著。
具体检验如下： 第一步， 检验回归 （６） 中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的系数 β１， 如果显著， 则

表明存在影响； 第二步， 检验回归 （７） 中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的回归系数 γ１ 以及回归

（８） 中 Ｍｉｊｆｔ 的系数 θ２， 如果二者统计上均显著， 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 第三步，
检验回归 （８） 中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的系数 θ１， 如果其统计上不显著， 则表明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不存在直接效应， 而是通过 Ｍｉｊｆｔ 产生中介效应， 此时为完全中介效应。 如果

θ１、 θ２ 均显著， 则表明同时存在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此时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将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一） 提升进口渠道

ＩＭＴＥｉｊｆｔ 代表企业进口技术含量， 表 ８ 列 （２） 回归中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

交互作用加强， 统计上显著地促进了企业进口技术含量的提升。 列 （３） 中 ＩＭＴＥｉｊｆｔ 系

数也显著为正， 表明进口技术含量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 对

比列 （１） 和列 （３） 中 ＦＡＲｉｊｔ × ＩＰＰｊｔ 的系数，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在知识产权保

护下， 外资进入对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作用一部分是通过促进企业进行进口学

习， 通过提高进口技术发挥出技术溢出效应， 由此证实存在提升进口渠道。
（二） 促进创新渠道

ＩＮＤｉｊｆｔ 代表企业创新决策， 当企业生产新产品时， 表明存在创新活动， 有

ＩＮＤｉｊｆｔ ＝ １， 反之 ＩＮＤｉｊｆｔ ＝ ０。 由于 ＩＮＤｉｊｆｔ 为 ０ 和 １ 的二元选择变量， 在表 ８ 列 （５）
中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其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

提升了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概率。 在列 （６） 中， 企业创新 （ ＩＮＤｉｊｆｔ） 的系数也显著

为正， 表明有创新活动的企业将促进其出口技术含量提升。 对比列 （４） 和列 （６）
中 ＦＡＲ ｉｊｔ × ＩＰＰ ｊｔ 的系数， 发现一部分间接影响被中介变量 ＩＮＤｉｊｆｔ 吸收， 即存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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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一部分

是通过促使企业创新间接产生作用的， 由此证实存在促进创新渠道。

表 ８　 基于中介效应的渠道检验回归

类别
提升进口渠道 促进创新渠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ＩＭＴＥｉ ｊｆ 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ＩＮＤｉ ｊｆ ｔ ＥＸＴＥｉｊｆｔ

ＦＡＲｉ ｊ ｔ×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５０∗

（３ ５９４） （１ ９０６） （３ ３４６） （１ ７６６） （４ ０１１） （１ ７２１）

ＩＭＴＥｉ ｊｆ ｔ
０ １１４∗∗∗

（２８ ６３４）

ＩＮＤｉ ｊｆ ｔ
０ ０４４∗∗∗

（４ ５４１）

ＦＡＲｉ ｊ 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８∗∗ ０ １７８∗∗∗ －０ ０５９∗∗

（－０ ９３０） （－１ ３８４） （－０ ７３１） （－２ ３５８） （４ ０５１） （－２ ４１２）

ＩＰＰ ｊ 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１∗∗

（－１ １６６） （－０ ９５６） （－１ ０３５） （－２ ０２９） （２ ８１５） （－２ ０８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数 ６３ ３４６ ６３ ３４６ ６３ ３４６ ７７ ２９５ ７６ ７８１ ７７ ２９５

注： 列 （５） 中因变量是 ０ 和 １ 的二元选择变量， 使用了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 括号内为 ｚ 统计量， 其他回归中括号内
为 ｔ 统计量； 由于大量企业并不存在创新活动， 创新的差异更多来自于企业间而非企业内； ＩＮＤｉ ｊｆ ｔ为 ０ 和 １ 的
二元变量， 在列 （４） —列 （６） 回归中没有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本文还参考 Ｓｏｂｅｌ （１９８７） ［４３］的方法证实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

设， 即中介效应成立。 这进一步证实了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通过提

升进口渠道和促进创新渠道间接地促进了本土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

七、 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本文探究

了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
第一，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在不考虑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时， 外资进入对内资企

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不显著。 考虑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后， 外资进入本

身显著不利于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 但外资进入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调

节作用， 能显著提升内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 在考虑了指标度量、 极端值、 样本

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之后， 其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第二， 在区分细化的出口技术含量后， 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与行业知识产权

保护的交互作用对企业最高出口技术含量和最低出口技术含量均有显著的提升作

用， 体现为技术升级效应和补齐短板效应。 区分出口贸易方式的结果显示， 外资进

入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加强， 仅对内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技术含量有显

著的提升作用， 而对加工贸易出口技术含量并无显著影响； 区分企业生产技术水平

的回归结果显示， 外资进入与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对高出口技术含量企业和

高生产率内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作用更强。
第三， 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提升进口渠道和促进创新渠道进行了检验。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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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下外资企业进入会进口更先进的技术设备， 转移高水平技术， 增

加在东道国的研发创新活动， 内资企业通过观察、 学习， 可以进口类似设备或进行

自主创新， 以提升其出口技术含量。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 外资进入与知识产权保护

的调节作用， 通过提升企业进口技术含量、 促进企业创新活动， 间接地提升了我国

内资企业的出口技术含量。
根据上述主要研究结论， 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

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和对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重， 以期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和

研发中心落地中国， 发挥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 促进其与本土企业开展合作研发创

新； 二是在开放环境下， 优化进口和强化出口并重。 实证结果表明， 外资进入和知识

产权保护的交互作用通过融合进口技术进而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含量。 据此， 应通过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 并配套税收优惠政策， 通过政策组合促进外资企业进口先进设备、 引

进高水平技术， 以期促进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 通过优化进口来强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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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ＴＡＣＣＨＥＬＬＡ Ａ， ＣＲＩＳＴＥＬＬＩ Ｍ， ＣＡＬＤＡＲＥＬＬＩ Ｇ，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Ｉ Ａ， ＰＩＥＴＲＯＮＥＲＯ 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２０１３， ３７ （８）： １６８３－１６９１．

［２９］ ＤＡＭＩＪＡＮ Ｊ， ＲＯＪＥＣ Ｍ， ＭＡＪＣＥＮ Ｂ， ＫＮＥＬＬ 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ＤＩ： Ｍｉｃｒｏ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ｅ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 ４１）：
８９５－９２２．

［３０］ 尹志锋， 叶静怡， 黄阳华， 等．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传导机制及其检验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３
（１２）： １１１－１２９．

［３１］ 韩玉雄， 李怀祖．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 ［Ｊ］ ．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０５ （３）： ３７７－３８２．
［３２］ ＧＩＮＡＲＴＥ Ｊ Ｃ， ＰＡＲＫ Ｗ Ｇ．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９７， ２６ （３）： ２８３－３０１．
［３３］ 盛斌， 毛其淋． 进口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Ｊ］．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７ （１２）： ５２－７５．
［３４］ ＢＡＲＲＹ Ｆ， ＧÖＲＧ Ｈ， ＳＴＲＯＢＬ 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ａｂｏｕｒ－Ｍａｒｋｅｔ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Ｏｕｔ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０５， １２ （１）： ６７－８４．

［３５］ 吴超鹏， 唐菂．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 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 Ｊ］ ． 经济

研究，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２５－１３９．
［３６］ 沈国兵， 黄铄珺． 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引进外资的影响 ［ Ｊ］ ．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９ｂ （１２）：

１４３－１５７．
［３７］ ＦＩＳＭＡＮ Ｒ，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Ｊ． Ａｒ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８３ （１）： ６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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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ＬＩＵ Ｑ， ＱＩＵ 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Ｆｉｌｉｎｇ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０３）： １６６－１８３．

［３９］ ＭＡＮＯＶＡ Ｋ， ＹＵ Ｚ． Ｈｏｗ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ｖｓ．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００）： １２０－１３７．

［４０］ ＩＡＣＯＶＯＮＥ Ｌ．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Ｙｏｕ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ｔ Ｍａｋｅｓ Ｙｏｕ：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９ （２）： ４７４－４８５．

［４１］ 周茂， 陆毅， 陈丽丽．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 Ｊ］ ． 管

理世界， ２０１５ （１１）： ７０－８６．
［４２］ ＢＡＲＯＮ Ｒ Ｍ， ＫＥＮＮＹ Ｄ Ａ．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 ５１
（６）： １１７３－１１８２．

［４３］ ＳＯＢＥＬ Ｍ 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 Ｊ］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８７， １６ （１）： １５５－１７６．

（责任编辑　 王　 瀛）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ＥＮ Ｇｕｏｂ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ｕｏ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ＩＰＰ） ｈ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３， ｗ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ＰＰ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
ｔｒ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ＰＰ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ＰＰ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ＰＰ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ｖｉａ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ＰＰ ａｔ ｈｏｍ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ｘｅｒｔ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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