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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服务企业特性和风险承担因素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

架中， 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不同风险承担的服务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上的

演变机制及效应。 结果表明： 风险承担较高的服务企业呈现出由国内转向国外的二

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而风险承担较低的服务企业呈现出相反效应； 演变机制是生

产环节资本性支出的增加和营销环节贸易成本及风险的有效克服； 与制造业企业的

比较显示， 由于外资型加工贸易企业和小型外贸企业的存在， 使得不同风险承担的

制造业企业在二元市场结构上的演变效应与服务企业截然相反， 但演变机制与服务

企业是一致的。 本文研究为发展中国家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扩大服务出口提供了企业

风险承担视角下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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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风险承担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承担高风险的意愿。 企业决策者的风险偏

好会影响企业的风险倾向， 故其承担风险的态度也是风险承担的集中体现。 现有研

究表明， 社会、 企业和个体三个层面的因素决定了企业的风险承担 （王菁华和茅

宁， ２０１５） ［１］， 使得风险承担成为企业异质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的服务领域， 服务业发展水平、 文化风俗差异、 企业治理因素和决策者特征等因素

引致服务企业在风险承担上呈现出更强的异质性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ｕｔｚｉｏｕｒｉｓ， ２０１０） ［２］。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及其拓展的研究成果， 企业异质性是企业从事出口活动的

比较优势。 然而，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率、 企业规模、 技术水平、 产品质

量和信息化密度等企业异质性表现对其出口活动的影响上 （Ｍｉｎｏｎｄｏ， ２０１４［３］；
Ｍａｓａｙｕｋｉ， ２０１５［４］； 李坤望等， ２０１５［５］）， 忽略了风险承担这一重要的企业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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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特别是在风险承担上呈现出较强异质性的服务企业， 针对风险承担是否为其

从事出口活动的比较优势之一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 鉴于此， 本文结合发展中国家

服务业的特征， 将服务企业特性和风险承担因素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

架中，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考察发展中国家不同风险承担的服务企业在国内与国外

二元市场结构上的演变机制及效应。

一、 文献综述

目前， 关于异质性服务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银行业， 主要考察银

行的风险承担及其影响因素， 认为货币政策和经济波动等因素能够通过估值效应、
追逐收益效应和风险资产市场的波动效应等作用机制影响银行的风险偏好， 从而改

变银行的风险承担 （Ｄｅｌｌ′Ａｒｉｃｃｉ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６］； 方意和陈敏， ２０１９［７］ ）。 还鲜有

学者考察异质性服务企业风险承担带来的影响效应。 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工业

（制造业） 领域， 认为风险承担较高的企业， 一方面， 资本性支出、 资产增长率和资

产配置效率较高， 且资产负债率和债务融资较高 （Ｂａｒｇｅｒ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８］； 余明桂等，
２０１３［９］； 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１０］）； 另一方面， 创新积极性和经营绩效较高， 且有利于企

业价值提升 （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１１］； Ｈｉ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ｉ， ２００９［１２］； 余明桂等， ２０１３）。
针对异质性服务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地区） 的服

务企业， 且更多地关注生产率和规模等企业异质性表现。 Ｍｉｎｏｎｄｏ （２０１４） 针对服

务企业的研究发现， 生产率较高和规模较大的服务企业， 其生产经营绩效较好， 且

较易实现规模经济、 降低生产成本， 进而能够有效地克服服务产品出口面临的较高

贸易成本及风险， 故倾向于选择出口。 Ｍａｓａｙｕｋｉ （２０１５） 针对日本服务企业的研究

也验证了上述机制。 目前， 针对发展中国家异质性服务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成果较

少，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等 （２０１２） ［１３］将服务企业的出口和 ＦＤＩ 行为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中，
考察了印度服务企业在内销、 出口与 ＦＤＩ 上的选择， 发现由于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

较差， 贸易成本及风险较高， 引致生产率较高的服务企业能够有效地克服出口额外

成本， 进而倾向于选择出口， 而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企业选择额外成本相对较低的

ＦＤＩ， 生产率最低的服务企业只在国内销售。
在发展中国家， 风险承担较高的企业， 一方面， 在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较大

（Ｂａｒｇｅｒ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能够通过加大研发投入 （Ｈｉ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ｉ， ２００９） 和增加

产出规模， 使其倾向于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 另一方面， 在营销环节的收益率

较高 （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可以有效地克服贸易成本及风险， 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

市场的意愿较强。 此外， 风险承担较高的企业也拥有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

值 （余明桂等， ２０１３）， 有利于形成由国内转向国外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本

文研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国际竞争力、 扩大服务出口、 改

善服务贸易逆差等提供企业风险承担视角下全新的政策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 将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研究拓展和延

伸至开放经济下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的演变上， 深化了现有的研究框架

和研究思路； 第二， 关注服务企业风险承担这一重要的企业异质性表现， 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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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引入风险承担因素， 丰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

体系和研究维度； 第三， 将研究对象置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企业， 突破了企业风险

承担的影响效应研究集中于工业 （制造业） 企业的局限， 也弥补了异质性服务企

业的贸易行为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足； 第四， 进一步与制造业企业进行了系统的

比较分析， 更为清晰地刻画出不同风险承担的服务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

上的演变机制及效应。

二、 理论分析

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可以大致分为生产和营销两大环节。 其中， 生产环节包括

从产品设计到产品产出的一系列流程； 营销环节是从产品产出之后直至售出的全过

程。 但是， 与有形商品相比， 服务产品的无形性和不可贮存性使得其生产和消费难

以分离。 因此， 较之制造业企业， 服务企业在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都需要与消费者

密切接触。 加之部分服务行业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风俗等关键领域， 使得服务企

业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时， 在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上的管理难度、 经费支出、
成本及风险等都大幅增加。

（一） 生产环节的演变机制

风险承担较高的企业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投资机会， 使其资本性支出增加

（Ｂａｒｇｅｒ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而资本性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大生产环节的投资力

度。 与制造业企业相比， 上述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企业中可能会更加明显。 这

是因为， 较之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 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发展

水平较为滞后， 为服务企业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投资机会， 使得风

险承担较高的服务企业为了拓展市场空间而增加资本性支出。 但是， 考虑到自身发

展的可持续性， 服务企业市场空间的拓展更多地是通过在生产环节增加资本性支

出， 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这意味着风险承担较高的服务企业将增加的资本性支出

主要用于生产环节， 包括加大研发投入和扩大生产规模。
风险承担较高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主要原因是其承担高风险的意愿和创新积

极性较强 （Ｈｉ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ｉ， ２００９）， 愿意承担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屡次失败所带

来的损失。 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意味着风险承担较高的服务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

高， 进而带来了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和服务产品的质量提高。 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使得服

务企业能够有效地克服服务产品出口的额外成本， 倾向于选择出口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进而呈现出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的演变效应。 较高的服务产品

提供质量意味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 可以满足国外消费者， 尤其是发达国家消

费者相对较高的质量需求偏好， 服务产品的消费质量也得到提升， 进而倾向于由国

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 此外， 风险承担较高的服务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有利于实现内

部规模经济， 带来平均生产成本的下降。 一方面， 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实现劳动分

工的细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使得员工在服务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通过 “干中学”
效应积累知识与经验， 进而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平均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 生产规

模的扩大使得服务企业在充分利用中间投入的同时， 可以在有效分摊固定成本、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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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费用和管理成本的基础上， 提高其中间投入采购过程中的议价能力， 达到降低平

均生产成本的目的。 服务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 意味着其能够更为有效地克服在国

外市场销售的额外成本， 进而呈现出由国内转向国外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对于风险承担较低的服务企业， 限于其资本性支出难以增加， 加大研发投入和

扩大产出规模的意愿较低， 其更愿意在国内市场销售， 进而呈现出由国外转向国内

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综上所述， 较之风险承担较低的服务企业， 风险承担较

高的服务企业， 其资本性支出增加， 在生产环节的研发投入和生产规模相对较高，
进而呈现出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的演变效应。 因此，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１。

假说 １： 在发展中国家，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服务企业通过增加 （降低）
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 进而呈现出由国内 （国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

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二） 营销环节的演变机制

开放经济条件下， 服务企业在营销环节主要面临着服务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

和消费带来的贸易成本及风险。 在贸易成本上， 服务企业向国外输出服务产品面临

着更高的贸易壁垒，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较低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使得其服务产品输

出面临的贸易壁垒较高。 加之部分服务行业涉及意识形态领域， 使得服务产品输出

面临着严苛的贸易壁垒。 此外， 较之制造业企业， 服务企业输出服务产品面临的贸

易成本还包括距离成本、 信息成本、 语言障碍、 服务时差、 货币兑换成本等， 引致

发展中国家服务企业输出服务产品面临的贸易成本远远高于有形产品的贸易成本。
在贸易风险上， 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的是， 服务企业输出服务产品需要面临文化

风俗和消费者偏好带来的贸易风险。 一方面， 若两国之间文化风俗的背景、 习俗及

价值观的差异较大， 意味着服务产品难以得到对方国家消费者的认同， 引致拓展国

外服务市场的难度增大， 增加了服务产品输出面临的贸易风险； 另一方面， 消费者

偏好带来的消费质量在服务产品的质量评价中占据重要地位， 使得发展中国家服务

企业输出服务产品面临较大的贸易风险， 尤其是输向发达国家， 由于消费者的消费

质量要求较高， 贸易风险可能会更大。
较高的贸易成本及风险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同风险承担的服务企业在营销环节也

呈现出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的异质性演变效应。 这是因为， 一方面， 风险承担

较高的企业拥有相对更高的收益率 （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能够有效地克服转向国外

市场面临的较高贸易成本， 进而呈现由国内转向国外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另

一方面， 由于服务产品输出的贸易风险较大， 故风险承担较高的服务企业倾向于拓

展国外市场， 呈现出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的演变效应。
然而， 对于风险承担较低的服务企业， 较低的收益率和风险承担意愿使得其难

以有效地克服较高的贸易成本， 且将服务产品输出的意愿较低。 因此， 风险承担较

低的服务企业呈现出由国外转向国内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综上所述， 较之风

险承担较低的服务企业， 风险承担较高的服务企业具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克服营销

环节较高的贸易成本及风险， 进而呈现出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的演变效应。 因

此， 本文提出理论假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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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２： 在发展中国家，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服务企业克服营销环节较高

的贸易成本及风险的意愿和能力较高 （较低）， 进而呈现出由国内 （国外） 市场转

向国外 （国内） 市场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三） 总体维度的演变机制

前文基于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的演变机制分析表明， 发展中国家服务企业的风

险承担对其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演变的影响效应是由众多内在机制的综合作用

所致， 包括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变化带来的研发投入和生产规模改变， 以及营销

环节的出口贸易成本及风险。 但是， 不论在生产环节， 还是营销环节， 前文理论分

析的结论都表明： 在发展中国家，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服务企业， 倾向于将

服务产品出口 （内销）， 进而呈现出由国内 （国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

的演变效应。
此外， 从企业特征维度来看， 发展中国家风险承担较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

企业价值也相对高于风险承担较低的企业 （余明桂等， ２０１３）。 这意味着风险承担

较高的服务企业拥有相对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 使其国际竞争力较强，
进而倾向于拓展国外市场， 形成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的演变效应。 但是， 对于

风险承担较低的服务企业， 相对较低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 引致其更愿意在

国内市场销售， 呈现出由国外转向国内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因此， 本文提出

理论假说 ３。
假说 ３： 总体来看， 在发展中国家，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服务企业， 呈现

出由国内 （国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三、 研究方法

（一） 模型与变量

１ 实证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前文理论假说， 一方面， 本文借鉴李坤望等 （２０１５） 考察信息化密

度影响异质性企业出口绩效时构建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思路与方法， 构建总体维度的实证

模型：

ｌｎ［（ｅｘｐ＿ ｄｏｍ） ｉｊｋｔ＋１］ ＝α＋βｒｉｓｋｉｊｋｔ＋δ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ｋｔ＋η ｊ＋ηｋ＋ηｔ＋εｉｊｋ （１）

其中， ｉ、 ｊ、 ｋ 和 ｔ 分别代表企业、 行业、 国家和年份； ｅｘｐ＿ｄｏｍ 代表服务企业

的二元市场 （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 结构； ｒｉｓｋ 代表企业的风险承担； ｃｏｎｔｒｏｌ 是影

响服务企业二元市场结构演变的控制变量； η ｊ、 ηｋ、 ηｔ 是固定效应， 分别代表行

业、 国家、 年份虚拟变量。
另一方面， 关于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的理论假说的检验， 本文在模型 （１） 中

纳入交互项进行考察， 具体模型为：

ｌｎ［（ｅｘｐ＿ ｄｏｍ） ｉｊｋｔ＋１］ ＝α＋βｒｉｓｋｉｊｋｔ＋γｒｉｓｋｉｊｋｔ×ｂｅｈａｖｉｊｋｔ＋δ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ｋｔ＋η ｊ＋ηｋ＋ηｔ＋εｉｊｋ （２）

其中， ｂｅｈａｖ 代表服务企业在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 （ｐｒｏｄｕｃｔ） 和在营销环节

的贸易成本及风险 （ｍａｒｋｅｔ）。 同时， 为了避免因 ｐｒｏｄｕｃｔ 与 ｍａｒｋｅｔ 之间的相关性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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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 本文将两个交互项分别纳入模型 （２） 中进行估计。
２ 变量选取与内生性处理

（１） 在 ｅｘｐ＿ｄｏｍ 的构建上， 本文采取服务企业的销售额中出口比重与内销比

重的比值进行衡量， 以反映服务企业的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
（２） 关于主要自变量 ｒｉｓｋ 和 ｂｅｈａｖ 的衡量①。 一是在 ｒｉｓｋ 的衡量上， 考虑到服

务企业出口行为能够反向影响其风险承担， 引致 ｒｉｓｋ 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

系带来内生性问题。 因此， 本文采取企业决策者是否为男性的二元变量衡量 ｒｉｓｋ。
原因主要在于， 现有研究大都发现企业决策者性别与其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关

系， 即男性决策者管理的企业比女性决策者管理的企业具有相对更高的风险承担

（Ａ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Ｄｉｔｔｍａｒ， ２０１２） ［１４］。 但是， 企业的内销或出口活动对其决策者的性别无

直接影响， 因为企业决策者的任命更多地是综合考虑。 二是在 ｂｅｈａｖ 的衡量上， 根

据前文理论分析， 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涉及研发投入和生产规模等； 营销环节的

贸易成本及风险涉及贸易壁垒、 风俗文化和消费者偏好等。 结合后文所采取样本的

特征以及数据可得性， 在资本性支出上， 采用服务企业的销售额 （自然对数形式）
衡量 ｐｒｏｄｕｃｔ， 且为了弱化其与因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 采用服务企业 ３ 年前的

销售额衡量； 在贸易成本及风险上， 采取海关和贸易规制对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阻

碍指标衡量 ｍａｒｋｅｔ， 该指标值从 ０～４， 值越大 （越小）， 意味着服务企业从事出口

活动面临的贸易成本及风险越大 （越小）。 同样， 为了避免 ｍａｒｋｅｔ 与因变量之间的

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借鉴李坤望等 （２０１５） 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
本文采取不同国家 （地区） 中各服务行业 ｍａｒｋｅｔ 的平均值进行衡量。

（３）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与衡量上， 借鉴已有关于服务企业出口选择研究的普

遍做法， 如 Ｃｏｎｔｉ 等 （２０１０） ［１５］， 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和服务企业从事出口

活动面临的局限， 本文选取服务企业的生产率 （ｐｒｏｄ）、 年龄 （ａｇｅ）、 规模 （ ｓｉｚｅ）、
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信息化水平 （ ｉｎｆｏｒｍ）、 是否为国有企业 （ｇｏｖｅｎ） 和是否为外

资企业 （ ｆｏｒｅｉｇｎ） 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 本文采取劳动力教育水平对企业生产经营

的阻碍程度指标 （ ｌａｂｏｒｅｄｕ） 衡量 ｐｒｏｄ。 该指标值从 ０ ～ ４， 值越大 （越小）， 表明

劳动力教育水平对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阻碍程度越大 （越小）， 意味着服务企业的

劳动力教育水平较低 （较高）。 由于企业的劳动力教育水平与其生产率息息相关，
故上述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出服务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但是， 考虑到部分服务企业为

了将市场由国内转向国外， 可能存在倒逼效应迫使服务企业对劳动力进行培训或鼓

励和支持员工提升其教育水平， 使得因变量与 ｌａｂｏｒｅｄｕ 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为此， 本文采取不同国家 （地区） 各服务行业 ｌａｂｏｒｅｄｕ 的平均

值。 原因在于， 行业层面劳动力教育水平的平均阻碍程度对行业内服务企业的阻碍

程度存在影响， 进而影响其生产率水平， 但单个企业的阻碍程度对行业平均阻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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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响较小。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将 ｌａｂｏｒｅｄｕ 乘以－１。 本文以服务企业成立年限

衡量 （ａｇｅ）。 以服务企业的雇员人数衡量 （ ｓｉｚｅ）， 同样， 为了弱化其与 ｒｉｓｋ 以及因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反向因果关系， 采取后文样本中给出的类别变量衡量。 具体而

言， 若雇员人数小于 ２０ 人， 为小规模企业， ｓｉｚｅ 赋值为 １； 若雇员人数大于等于 ２０
人， 但小于 １００ 人， 为中等规模企业， ｓｉｚｅ 赋值为 ２； 若雇员人数大于等于 １００ 人，
为大规模企业， ｓｉｚｅ 赋值为 ３。 本文采取服务企业是否拥有国际认可的质量认证体

系 （如 ＩＳＯ９０００） 的二元变量衡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但考虑到部分服务企业获取国际认

可的质量认证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将市场由国内转向国外， 本文采取不同国家 （地
区） 各服务行业中除自身外拥有国际认可的质量认证的服务企业所占比重衡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原因在于， 若服务行业中拥有国际认可的质量认证的服务企业所占比重较

高， 会使行业内未进行产品质量升级的服务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大， 迫使其通过

获得国际认可的质量认证以提升自身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故行业层面的 ｑｕａｌｉｔｙ
对行业内的服务企业存在影响， 而单个服务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行为对服务行业层

面的影响较小。 本文采取信息化对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阻碍指标 （ ｉｎｆｏｂｓｔ） 衡量

（ ｉｎｆｏｒｍ）， 该指标值从 ０～４， 值越大 （越小）， 表明信息化对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

阻碍程度越大 （越小）， 意味着服务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较低 （较高）。 但是， 考虑

到企业通过出口转向国外市场获得更大的收益之后， 可能会增加信息化投入 （李
坤望等， ２０１５）， 进而降低信息化对其生产经营的阻碍。 因此， 为了避免 ｉｎｆｏｂｓｔ 与
因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取不同国家 （地区） 各服

务行业 ｉｎｆｏｂｓｔ 的平均值。 原因在于， 行业层面信息化水平的平均阻碍程度对行业内

服务企业的阻碍程度存在影响， 进而影响其信息化水平， 但单个企业的阻碍程度对

行业平均阻碍程度的影响较小。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将 ｉｎｆｏｂｓｔ 乘以－１， 得出变量

ｉｎｆｏｒｍ。
（二） 样本与数据

１ 实证样本选取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小组每年会在全球范围内对部分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企

业的前 ３ 年生产经营状况进行抽样调查， 进而形成一个涵盖全球多数国家 （地区）
的大样本企业调查数据库。 该数据库由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两个子样本

数据构成， 为了增大样本容量， 将这两个样本进行合并。 合并之后的样本包括中国

在内的 １３８ 个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 １９ 万家企业的生产经营调查数据。 本文选择

其中的 ５ ８ 万家服务企业作为实证分析样本， 涉及 ９ 个服务行业。 此外， 正如李坤

望等 （２０１５） 采取该数据库提供的中国企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时所指出的， 并不

是所有变量在 ３ 年中都给出了调查数据。 事实上，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的样本调查中给出了企业前 ３ 年的生产经营数据， 而 ２００６ 年之后的

调查样本仅给出企业前一年和三年前的生产经营数据。 加之部分调查指标仅给出了

企业上一年的数据， 如是否拥有国际认可的质量认证体系等。 若采取面板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 会引致上述仅给出上一年数据的指标在 ３ 年中都相同， 进而带来实证结

果的失真， 即无法说明是服务企业的产品质量或技术水平的变化带来其二元市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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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演变， 还是二元市场结构演变引致产品质量或技术水平发生变化。 因此， 除了

衡量 ｐｒｏｄｕｃｔ 所需数据采取两个子样本给出的服务企业三年前的相关数据外， 其他

变量都采取服务企业上一年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关数据， 进而组成实证样本。
２ 数据说明

前文衡量各变量所需的数据都来源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

是， 第一， 本文因变量是以服务企业的销售额中出口比重与内销比重的比值进行衡

量， 但服务企业样本中有 １ ４７％ （８３７ 家） 的企业， 其出口比重为 １００％， 考虑到

这部分服务企业所占比重较低， 且考虑到若为了避免样本损失而对其国内销售比重

自行赋值， 可能会因主观因素引致实证结果出现偏差， 因此， 本文将这部分服务企

业剔除； 第二， 考虑到前文是将不同年份针对不同国家 （地区） 的服务企业调查

数据进行合并， 使得服务企业样本的调查年份不一致， 本文采取世界银行数据库各

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将服务企业销售额单位统一换算为以美元计价， 并进一步采取

各国 （地区）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剔除样本期内服务企业销售额

的价格因素； 第三，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 （地区） 服务企业的规模小于制造业企业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２０１４） ［１６］， 本文将从业人数小于 ５ 人的服务企业样本剔除， 并进一步

剔除各变量的缺失值。 通过上述数据处理， 最终得到 ２ ８ 万家服务企业样本。 各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ｘｐ＿ｄｏｍ ２８ ４６８ ０ ０７２ ０ ３４２ ０ ４ ６０５
ｒｉｓｋ ２８ ４６８ ０ ８５０ ０ ３５７ ０ 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２８ ４６８ ８ ０３５ ２ ４５６ ０ ７１９ ２５ ４３９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８ ４６８ ０ ９５４ ０ ４９６ ０ ３ ０２４
ｐｒｏｄ ２８ ４６８ －１ １１３ ０ ４７８ －３ ０７６ ０
ａｇｅ ２８ ４６８ １５ ６３６ １３ ９２８ ０ １９５
ｓｉｚｅ ２８ ４６８ １ ５４５ ０ ６９５ １ 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８ ４６８ １４ １２２ １０ ９７７ ０ １００
ｉｎｆｏｒｍ ２８ ４６８ －０ ９９９ ０ ５２５ －４ ０
ｇｏｖｅｎ ２８ ４６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８１ ０ 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２８ ４６８ ０ １００ ０ ３０１ ０ １
ｅｘｐｏｒｔ ２８ ４６８ ０ ３４９ １ ０５１ ０ ４ ６０５
ｃｒｉｓｋ ２８ ４６８ １ ７８６ ０ ９３４ １ ４

四、 实证分析

（一） 估计结果分析

表 ２ 的第 （１） — （３） 列给出了未控制行业、 国家和年份等固定效应的估计

结果。 第 （４） — （６） 列给出了控制行业、 国家和年份的估计结果。 接下来， 本

文根据将固定效应纳入之后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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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风险承担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ｉｓｋ 　 　 ０ １０７∗∗ 　 　 ０ １２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６∗∗ 　 　 ０ １１６∗∗∗ 　 　 ０ ０８９∗∗

（２ ５０７） （２ ９９３） （２ １０２） （２ ２５０） （２ ７１８） （２ ０７５）

ｒｉｓｋ×ｐｒｏｄｕｃ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６２∗∗∗

（６ ３８７） （７ ４０９）

ｒｉｓｋ×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３０５∗∗∗ ０ １９６∗∗∗

（８ ４５８） （３ １３７）

ｐｒｏｄ
－０ ２６８∗∗∗ －０ ２７３∗∗∗ －０ １６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９２

（－７ ３０７） （－７ ４５０） （－４ ３３４） （０ ３０１） （０ ２５５） （１ ３６２）

ａｇｅ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５ ２６６） （４ ３１９） （５ ２５１） （２ ４９５） （１ ８７９） （２ ４８７）

ｓｉｚｅ ０ ２９５∗∗∗ ０ ２２９∗∗∗ ０ ３１３∗∗∗ ０ ３０７∗∗∗ ０ ２２３∗∗∗ ０ ３０６∗∗∗

（１３ ６３３） （９ ５７６） （１４ ３４１） （１３ ９７４） （９ ０４５） （１３ ９５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７ １２３） （６ ２９１） （８ ７５１） （８ ４３７） （８ １８８） （８ ３３８）

ｉｎｆｏｒｍ
０ ０３９ ０ ０６１∗ ０ ０８９∗∗ －０ １６６∗∗ －０ １５６∗∗ －０ １２８∗

（１ ０６５） （１ ６４５） （２ ３７５） （－２ ３１２） （－２ １６８） （－１ ７１４）

ｇｏｖｅｎ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２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５

（０ １８４） （０ ３６４） （０ １４１） （－０ ７４０） （－０ ７４７） （－０ ７８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７５９∗∗∗ ０ ７３７∗∗∗ ０ ７４４∗∗∗ ０ ７４６∗∗∗ ０ ７１２∗∗∗ ０ ７４６∗∗∗

（１７ ４３１） （１６ ７５７） （１７ ０９０） （１７ ０９３） （１６ ２８６） （１７ １０６）

Ｃ
－９ １５６∗∗∗ －９ ３２２∗∗∗ －９ １４０∗∗∗ －８ ５１１∗∗∗ －８ ５１０∗∗∗ －８ ４６０∗∗∗

（－８６３ ５３７） （－８７９ ２５５） （－８６１ ８４５） （－９１７ ４４４） （－８３４ ５８９） （－９１２ ０９６）
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３ ０ １１８ ０ １２０ ０ １１８
Ｎ ２８ ４６８ ２８ ４６８ ２８ ４６８ ２８ ４６８ ２８ ４６８ ２８ ４６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采取稳健标准误之后的 ｔ 值； 下表同。

表 ２ 显示， 主要自变量 ｒｉｓｋ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服务

企业倾向于由国内 （国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 即呈现出由国内 （国外）
转向国外 （国内） 的二元市场演变效应， 验证了理论假说 ３。 交互项 ｒｉｓｋ×ｐｒｏｄｕｃｔ 和
ｒｉｓｋ×ｍａｒｋｅｔ 的系数符号都显著为正， 表明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服务企业， 一方

面， 通过增加 （降低） 资本性支出， 呈现出由国内 （国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的演变效应； 另一方面， 对贸易成本及风险的有效 （难以） 克服， 使其呈现出

由国内 （国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的演变效应。 这一结论验证了前文理论

假说 １ 和理论假说 ２。 上述结论表明，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服务企业呈现出由国

内 （国外） 转向国外 （国内） 的二元市场演变效应， 且其在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

和营销环节的贸易成本及风险是上述二元市场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 ｐｒｏｄ 的系数估计结果不显著， 说明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 “生产率” 悖论在服务领域也是存在的。 ａｇｅ、 ｓｉｚｅ 和 ｑｕａｌｉｔｙ 的系数符号

都显著为正， 表明服务企业的年龄、 规模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使得其呈现由国内市

场转向国外市场的演变效应。 这一估计结果与现有的关于异质性服务企业出口决定

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ｉｎｆｏｒｍ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 表明信息化水平

较高的服务企业倾向于由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 这与李坤望等 （２０１５） 和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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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１７］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结合多数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

低、 而国内市场空间较大的特征事实， 信息化水平较高的服务企业更倾向于拓展市场

潜力较大、 竞争力较弱的国内服务市场， 故呈现出由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的演变效

应。 ｇｏｖｅｎ 的系数符号不显著， 主要是国有 （民营） 服务企业倾向于由国外 （国内）
市场转向国内 （国外） 市场所引致的。 ｆｏｒｅｉｇｎ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表明相对于内

资服务企业， 外资服务企业更倾向于由东道国市场转向国外市场。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改变因变量

本文采取服务企业的出口强度 （ ｅｘｐｏｒｔ） 即出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构建新因变

量。 具体而言， 采取 ｅｘｐｏｒｔ 替换模型 （１） 中的 ｅｘｐ＿ｄｏｍ， 形成新因变量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１）。 由于服务企业出口比重的上升 （下降）， 意味着其内销比重的下降 （上升），
故所构建的新因变量也能够反映出服务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上的演变。
表 ３ 的第 （１） — （３） 列给出了改变因变量之后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各自变

量的估计结果与表 ２ 相比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表明前文所得结论是可靠的。

表 ３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改变因变量 改变主要自变量 剔除异常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ｒｉｓｋ
　 ０ ３４１∗∗ 　 ０ ４２２∗∗∗ 　 ０ ３１５∗∗ 　 ０ １４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９７∗∗ 　 ０ １２０∗∗ ０ ０８７∗

（２ １８８） （２ ７００） （２ ０１６） （９ ７３１） （１ ５４１） （２ ５５３） （２ ０４１） （２ ５２３） （１ ８３５）

ｒｉｓｋ×ｐｒｏｄｕｃｔ
０ ２４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２∗∗∗

（８ １２５） （３ ３２０） （６ ７０２）

ｒｉｓｋ×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７１４∗∗∗ ０ ０７５∗∗∗ ０ ２２３∗∗∗

（３ １３４） （３ ０１７） （３ ２５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９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０
Ｎ ２８ ４６８ ２８ ４６８ ２８ ４６８ ２８ ６９３ ２８ ６９３ ２８ ６９３ ２８ １４３ ２８ １４３ ２８ １４３

２ 改变主要自变量

Ｄ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０） 发现高风险的投资项目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 故风险承担较

高的企业常伴随着较高的债务融资， 即高资本外借率。 借鉴这一思路， 本文采取服

务企业运营资本中外借的比重进行衡量， 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的风险

承担。 但是， 这一指标会受到企业出口行为的逆向影响， 引致模型中存在内生性。
为了降低其内生性， 本文将其设定为类别变量 ｃｒｉｓｋ。 赋值标准为： 若 ｒｉｓｋ ＝ ０， ｃｒｉｓｋ
赋值为 １； 若 ０＜ｒｉｓｋ≤５０， ｃｒｉｓｋ 赋值为 ２； 若 ５０＜ｒｉｓｋ＜１００， ｃｒｉｓｋ 赋值为 ３； 若 ｒｉｓｋ ＝
１００， ｃｒｉｓｋ 赋值为 ４。 因此， ｃｒｉｓｋ 是从 １ ～ ４ 的类别变量， 值越大 （小）， 风险承担

越高 （越低）。 采用 ｃｒｉｓｋ 的估计结果见表 ３ 的第 （４） — （６） 列。 可以看出， 除

了第 （５） 列中的 ｒｉｓｋ 变得不显著外， 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未发生实质

性变化， 这说明， 一方面， 前文所得结论是稳健的； 另一方面， 虽然采取了类别变

量降低内生性， 但仍难以完全消除， 反映出前文对各变量内生性的处理能够较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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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模型中的内生性。
３ 剔除异常样本

不论是旧因变量中的 ｅｘｐ＿ｄｏｍ， 还是新因变量中的 ｅｘｐｏｒｔ， 极端值现象的出现

主要是由服务企业销售额中的出口比重这一数据带来的。 为此， 本文将处理服务企

业出口额所占比重的极端值， 前文数据处理部分已经将出口额所占比重为 １００％的

服务企业剔除， 且考虑到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可能会引致估计结果发生偏差， 本文

进一步剔除出口额所占比重的极端值， 即将销售额中出口比重小于 ５％ （０ 除外）
的服务企业样本剔除。 剔除异常样本之后的结果见表 ３ 的第 （７） — （９） 列。 可

以看出， 各自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都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表明前文的估计结果

是可靠的， 也说明因变量可能存在的极端值不会对估计结果形成实质性影响。

五、 进一步分析： 与制造业企业的比较

为了增强所得结论的可比性， 本文同样选取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提供的两个子
样本合并之后的制造业企业样本作为实证样本， 且在对样本的处理方法上与前文服务企

业样本也是一致的。 最后形成了涉及 １３８ 个发展中国家 （地区） 共 １２ ４ 万家制造业企

业样本， 涵盖了 １５ 个制造业行业。 此外， 在各变量的衡量和数据来源方面， 与前文服

务企业样本估计过程中所给出的衡量方法和数据来源也是一致的， 只是剔除了雇员人数

小于 １０ 人的制造业企业样本， 最终得到 ４ ７ 万家制造业企业样本。
表 ４ 给出了制造业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在控制固定效应之后， 除

了改变主要自变量之外， ｒｉｓｋ 的系数符号为负， 且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交互项 ｒｉｓｋ×ｐｒｏｄｕｃｔ 和 ｒｉｓｋ×ｍａｒｋｅｔ 的系数符号都显著为正， 表明风险承担较高 （较
低） 的制造业企业呈现出由国外 （国内） 市场转向国内 （国外） 市场的演变效应，
且演变机制是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增加 （降低） 和营销环节的贸易成本及风险

的有效 （难以） 克服。 但是， 采取运营资本中外借比重 ｃｒｉｓｋ 这一类别变量之后，
ｒｉｓｋ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ｒｉｓｋ×ｍａｒｋｅｔ 的系数符号为负且不显著。 如前文所述， 说

明采取 ｃｒｉｓｋ 之后的确无法完全消除内生性， 且这一现象在制造业企业中更加突出。

表 ４　 制造业企业样本的估计结果

变量
基准估计 改变因变量 改变主要自变量 剔除异常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ｉｓｋ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１∗ －０ ２３８∗∗∗ 　 ０ １０４∗∗∗ 　 －０ ０５６∗

（－０ ３６３） （－１ ８６０） （－２ ８７１） （１４ １０３） （－１ ８７３）

ｒｉｓｋ×ｐｒｏｄｕｃｔ ０ ０８４∗∗∗ ０ １００∗∗∗ ０ ３１６∗∗∗ ０ ０３４∗∗∗ ０ １０６∗∗∗

（２０ ３９６） （２２ １７７） （２４ ８２６） （１９ ４７３） （２１ ７５９）

ｒｉｓｋ×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１２３∗∗∗ ０ ０９２∗∗∗ ０ ２９７∗∗∗ －０ ０１５ ０ １０２∗∗∗

（－５ ４９６） （２ ６３１） （２ ８８６） （－１ ２８６） （２ ６７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７ １２６ ４７ １２６ ４７ １２６ ４７ １２６ ４５ ８７２
注： ｒｉｓｋ 是采取模型 （１） 的估计结果； 限于篇幅， 未报告模型 （２） 中 ｒｉｓｋ 的估计结果以及两个模型中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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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估计结果表明，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制造业企业呈现出由国外 （国
内） 市场转向国内 （国外） 市场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与服务企业的表现截

然相反。 但是， 在演变机制上，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制造业企业在生产环节

的资本性支出的增加 （降低） 和营销环节的贸易成本及风险的有效 （难以） 克服

弱化了上述二元市场结构的演变效应。 这意味着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制造业

企业， 其在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的增加 （降低） 和营销环节的贸易成本及风险

的有效 （难以） 克服，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由国内 （国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的演变效应。 上述结论表明制造业企业在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的演变

机制与服务企业是一致的。 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 发展中国家 （地区）
的制造业中存在大量的外资型加工贸易企业和小型外贸企业， 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普

遍较低， 而出口产品的质量相对较高， 且所面临的国外市场进入成本较低， 对国外

市场往往有成熟的销售渠道， 引致其在国外市场销售面临的风险较小。 此外， 发展

中国家 （地区） 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出口贸易成本远远低于服务产品出口的贸易成

本， 加之， 全球货物贸易的发展相对较为成熟， 制造业企业在国外市场面临的文化

风俗等带来的风险也远远低于服务企业， 从而大大降低了制造业企业拓展国外市场

的风险， 因此， 呈现出了风险承担较低 （较高） 的制造业企业倾向于由国内 （国
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的现象。 一方面， 风险承担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在

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较大， 其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空间较小或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较强， 会弱化其由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的演变效应； 另一方面， 营销环节的贸易

成本及风险的难以克服使得风险承担较低的制造业企业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的

意愿降低， 只有风险承担较高的制造业企业才能有效地克服贸易成本及风险， 故弱

化了由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的演变效应。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服务企业特性和风险承担因素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中，
对发展中国家 （地区） 不同风险承担的服务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上的

演变机制及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并进一步与制造业企业的表现进行了

比较分析。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服务企业呈现出由国

内 （国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不论在服务企

业的生产环节或营销环节， 还是在企业特征维度， 发展中国家 （地区） 风险承担

较高的服务企业倾向于出口服务产品， 进而呈现出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的二元

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即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 第二， 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和

营销环节的贸易成本及风险是不同风险承担的服务企业呈现出异质性演变效应的内

在机制。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服务企业， 一方面， 通过增加 （降低） 生产环

节的资本性支出， 另一方面， 克服营销环节较高的贸易成本及风险的意愿和能力较

高 （较低）， 进而呈现出由国内 （国外） 市场转向国外 （国内） 市场的二元市场

结构演变效应。 第三， 制造业企业的风险承担对其国内与国外的二元市场结构演变

效应与服务企业截然相反， 但演变机制与服务企业相一致。 由于发展中国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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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的制造业， 存在大量外资型加工贸易企业和小型外贸企业，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制造业企业呈现出由国外 （国内） 市场转向国内 （国外） 市场的二元

市场结构演变效应。 但是， 在演变机制上， 风险承担较高 （较低） 的制造业企业

在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出的增加 （降低） 和营销环节的贸易成本及风险的有效

（难以） 克服弱化了上述二元市场结构的演变效应。
在全球经济服务化浪潮的推动下， 发展中国家 （地区）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

国际竞争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但是与发达国家 （地区） 相比， 服务业发展仍处于

较低水平， 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服务贸易的逆差规模逐年扩大。 在此背景下， 上述

针对发展中国家 （地区） 不同风险承担的服务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二元市场结构上

的异质性演变机制及效应的研究结论， 能够为发展中国家 （地区） 提升服务业的

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扩大服务出口、 改善服务贸易逆差等提供企业风险承担视

角下的全新政策启示。 具体而言： 一是前文研究表明服务企业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够

促进其选择出口， 同时风险承担越高的地区和行业， 其生产效率水平越高， 且经济

效应也越突出 （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这意味着服务企业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够在扩大

服务出口的同时， 促进服务业发展。 因此， 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改善服务贸易逆

差， 需要着力提升服务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 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补贴政策、 深化

推进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 培育引资竞争新优势 （如优化营商环境） 和改革

企业薪酬激励机制等方式促进服务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提升。 二是风险承担较低的

服务企业， 除了着力提升其风险承担能力之外， 应依托自由贸易区和 “一带一路”
倡议， 将推进服务贸易作为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 以降低较高的服务出口成

本。 同时， 政府需大规模培育服务企业， 鼓励和支持其加大生产环节的资本性支

出， 扩大产出规模和研发投入规模， 加大对服务企业在产品质量和研发投入上的支

持及引导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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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ｙｅｔ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ｉｒｍ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ｓ；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ｕ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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