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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创企业寿命短一直困扰着中国企业的持续成长， 多数新创企业成立

３—５ 年后便陷入生存危险期。 既有研究认为出口可以改善企业的生存状况， 但新

创出口企业可能面临新进入缺陷和外来者劣势的双重威胁， 出口仍能加速新创企业

走出生存危险期吗？ 企业规模作为克服新进入缺陷的有利因素， 在面对出口市场上

的外来者劣势时， 是否依然有效？ 为此， 本文构建了出口行为、 企业规模与新创企

业生存危险期的分析框架， 并基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新创企业样本， 使用 Ｃｏｘ ＰＨ 和

ＡＦＴ 等生存分析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出口行为并不能改善新创企业的

生存状况， 反而延长了新创企业的生存危险期； 较大的企业规模有助于新创企业走

出生存困境， 但也加剧了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不利影响； 上述结论在本土企

业、 竞争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中更加显著， 但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下， 出口

行为对新创企业成长变得更为不利的同时， 企业规模对其调节效应逐渐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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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３ 年的 《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报告》① 显示， 中国大多数新创企业在成

立 ３—５ 年后便陷入生存危险期， 且近一半企业的生存时间不足 ５ 年。 企业寿命短

一直是困扰我国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重要问题 （赵驰等， ２０１２［１］； 于娇等，
２０１５［２］）， 新创企业如何快速走出生存危险期也备受众多学者关注。 逯宇铎等

（２０１３） ［３］发现， 出口行为对我国企业的生存时间存在强心剂效应， 出口行为可以

降低企业的失败风险， 显著延长企业寿命； 于娇等 （２０１５） 则进一步估算了出口

行为在整体上延长我国企业 ０ ６３ 年的存续时间； 戚建梅等 （２０１７） ［４］ 也同样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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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出口行为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的生存概率。 既然如此， 尽早进入出口市场能否成为

新创企业快速走出生存危险期的一剂良药呢？ 遗憾的是， 鲜有研究就出口行为对新

创企业的影响进行单独分析。 然而， 相对于其他企业， 新创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 其在初创阶段一直存在新进入缺陷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ｎｅｓｓ） 问题 （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
１９６５） ［５］， 在经营经验、 成长资源以及组织建设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 在这种

情形下， 出口行为是否依然有利于新创企业快速走出生存危险期呢？
既有研究认为， 出口行为之所以能够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 较为关键的原因是

出口为企业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了条件， 企业通过参与国际市场，
直接或间接地从国外先进技术的外部扩散中获得了技术水平的提升 （Ｈｅｌ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１０［６］； Ｂｒａｔｔｉ ａｎｄ Ｆｅｌｉｃｅ， ２０１２［７］； 于娇等， ２０１５）。 然而， 这种出口学习

效应的获取通常会受到企业自身吸收能力的制约 （戴觅和余淼杰， ２０１２） ［８］， 陷入

生存危险期的新创企业在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不足， 难以建立有

效的学习吸收系统， 出口行为是否有助于新创企业提升技术水平， 还有待进一步检

验。 此外， 新创企业在面对新进入缺陷的同时， 在进入出口市场的初期阶段还可能

受到外来者劣势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ｅｓｓ） 的影响 （Ｚａｈｅｅｒ， １９９５） ［９］。 作为出口市

场的新进入者， 新创企业对出口市场还不熟悉， 更容易遭到外国政府、 消费者和企

业的歧视， 因而在出口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Ｇｉｏｖａｎｎｅｔｔｉ 等 （２０１１） ［１０］ 和张

慧等 （２０１６） ［１１］也在实证研究中发现， 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存在更高的生存风

险。 那么， 在新进入缺陷和外来者劣势双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 快速进入出口市场

的行为， 究竟是推动还是阻碍了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呢？
外来者劣势增加了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生存风险， 而不同的企业规模使出口

企业在海外市场遭受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并不相同。 一方面， 相对于小规模企业的出

口行为， 大规模企业的出口贸易量通常比较大， 这会对东道国市场产生一定的冲

击， 必然会引起本土竞争者强烈的反击， 甚至遭到东道国政府的管制， 大规模出口

企业在海外市场往往承受更大的外来者劣势； 另一方面， 较强的动态适应能力可以

有效削弱外来者劣势产生的不利影响 （Ｄｅｎ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１２］， 但动态适应能力也

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 规模小的企业凭借着 “船小好调头” 的优势， 展现出较强的

动态适应能力， 而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组织惯性和资源专一性的影响， 当其面临

外部环境的变化时， 难以快速重塑自身来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 （侯杰等， ２０１１） ［１３］。
因此，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作用机制很可能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

响， 企业规模不同时， 出口行为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在新进入缺陷和外来者劣势的条件下，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

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很可能与已有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企业规模不同时， 出

口行为对新创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除此之外， 既有研究还存在

以下不足： （１） 现有研究探讨出口行为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时， 未对企业的外资

属性、 行业竞争程度以及出口市场外部冲击等因素予以足够的重视； （２） 现有研究

更多地将较大的企业规模作为新创企业克服新进入缺陷的有利因素， 而在出口市场上

企业规模对于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困境是否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却鲜有研究对此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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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在以上研究缺口的基础上， 本文充分考虑了新创企业的特殊性， 从新进入缺陷和

外来者劣势的视角， 构建了出口行为、 企业规模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理论框架，
并基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的新创企业样本， 使用生存分析方法中

Ｃｏｘ ＰＨ 模型和加速失效时间模型对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行验证。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与成熟企业不同， 新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新进入缺陷的问题。
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 （１９６５） 认为新创企业在经营经验、 成长资源以及组织建设等方面都

存在明显的不足， 从而导致新创企业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 初创期的死亡率

偏高。 Ｂｒüｄｅｒｌ 和 Ｓｃｈüｓｓｌｅｒ （１９９０） ［１４］ 进一步完善了新进入缺陷理论， 提出青春期

缺陷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的观点， 他们将新创企业的初始资源考虑在内， 认

为新创企业的初始资源为其降低死亡风险建立了保护屏障， 新创企业并不会在短期

内消亡， 而是随着初始资源的消耗殆尽， 死亡风险才会陡然上升。 总的来说， 新创

企业在初创阶段往往存在一个艰难的生存危险期。
（一）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影响

出口作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重要手段， 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成长

空间， 企业自身的生存能力以及所面临的死亡风险也随之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了企业

处于生存困境的时间。 既有研究多认为出口行为可以改善企业的生存能力， 其中的作

用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１） 出口学习效应。 出口企业通过参与国际市场获取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效的管理经验， 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 （Ｂｒａｔｔｉ ａｎｄ
Ｆｅｌｉｃｅ， ２０１２； 于娇等， ２０１５）， 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生存能力。 （２） 避开国内激烈的竞

争。 以我国为例， 作为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 往往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本土

市场的竞争程度远高于海外市场， 企业通过出口可以避开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 从而

提高了企业的生存能力 （江小涓， ２００７） ［１５］。 （３） 平衡国内经营风险。 出口拓展了

企业的市场空间， 当国内需求增长过缓， 出口可以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 成为平衡国

内经营风险的有效手段 （Ｇｒｅｅｎａｗ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１６］， 从而降低了企业的退出风险。
但是， 上述机制并未考虑到新创企业的具体情形， 存在出口行为的新创企业往

往需要同时面对新进入缺陷和外来者劣势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上述机制是否依

然有效， 尚存疑问。 首先， 出口学习效应的发挥建立在出口企业具备一定吸收能力

的基础上， 只有吸收能力跨越了一定的门槛， 企业才能在出口贸易中敏锐地识别出

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 从而进行有效地学习和吸收 （戴觅和余淼杰，
２０１１）。 而存在新进入缺陷的新创企业在人力资本、 研发投入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

不足， 出口学习效应的发挥也随之大打折扣。 其次， 避开国内激烈竞争和平衡国内

经营风险的机制暗含了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存在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 实际上， 刚

成立便进入出口市场的新创企业还未形成有效的竞争优势， 对国外市场环境的熟悉

度也通常比较低， 而且难以在国外市场建立稳定的内部和外部信任关系， 还要承受

外国政府、 消费者和企业的歧视 （Ｚａｈｅｅｒ， １９９５； 任兵和郑莹， ２０１２［１７］ ）， 这种巨

大的外来者劣势反而使新创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因此， 出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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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虽然使新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 但在国外市场依然处

于竞争劣势的情形下， 出口行为并不能改善新创企业的生存状况， 反而加大了新创

企业的死亡风险。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１： 出口行为降低了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可能性， 延长了新创企业

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时间。
（二） 企业规模对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影响

企业规模与新创企业的生存能力密切相关。 小企业缺陷理论 （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ｎｅｓｓ） 认为， 规模小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退出风险 （韩炜和薛红志，
２００８） ［１８］： 首先， 与规模大的企业相比， 规模小的企业所拥有的初始资源较少， 而

且比较单一， 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比较差， 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也就比较高； 其次，
初始规模小的企业在初创阶段难以达到生产所需的最小有效生产规模， 导致生产成

本偏高， 在行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更容易破产或倒闭 （王淼薇和郝前进，
２０１２） ［１９］； 再者， 相对于大企业规范的生产经营流程， 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则缺

乏一定的规范性， 难以符合政府和行业的相关要求， 这便降低了小企业在本土市场

网络中的嵌入程度， 使小企业难以通过本土市场网络获取充足的外部资源， 进而增

加了小企业的生存难度。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 企业规模越大， 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可能性越高， 新创企业处

于生存危险期的时间越短。
（三） 企业规模对出口行为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作用机制的影响

出口行为将新创企业的生存环境从国内市场拓展到了国外市场， 新创企业不

仅在本土市场上承受新进入缺陷的压力， 同时在国外市场上还面临外来者劣势的

问题， 而企业规模在本土市场上推动新创企业克服新进入缺陷的同时， 却可能在

国外市场上对新创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产生不同的影响。 由于规模小的新创企业

在出口市场上主要进入大型跨国公司或国外大型本土企业忽略的市场， 并且出口

贸易量比较小， 小企业在出口市场的进入不太会引起国外市场上竞争对手的注

意， 竞争对手进行反击或东道国政府干预的可能性也就比较低， 从而减轻了小企

业在国外市场上应对外来者劣势的压力。 相反， 规模大的新创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

关注度， 当其通过出口行为进入国外市场时， 通常会引起国外主要竞争对手的察

觉， 而且大企业的出口贸易量通常比较大， 会对东道国本土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
从而引起东道国政府的管制以及竞争对手强烈的反击， 从而加重了出口企业应对外

来者劣势的压力。
此外， 较强的动态适应能力有助于出口企业克服在国外市场面临的外来者劣势

（Ｄｅｎ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而企业规模作为衡量企业动态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 （侯杰

等， ２０１１）， 与企业的动态适应能力密切相关。 规模小的新创企业可以凭借 “船小

好调头” 的优势， 通过简单灵活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策略可以更好地学习和适应国

外的市场环境， 从而尽快地消除在国外市场上的外来者劣势； 相反， 规模大的新创

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组织惯性和资源专一性， 而组织惯性和资源专一性阻碍了企业

动态适应能力的提升， 因为根植于本土市场的组织惯性以及较高资源专一性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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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成本， 使规模较大的新创企业无法根据出口市场上新的市场环境及时调整生产

经营策略， 从而面临的外来者劣势问题也更为严重。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３。
假设 ３： 企业规模越大，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不利影响越严

重； 反之， 企业规模越小，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不利影响会越弱。

二、 数据处理及初步估计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由于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存在数据缺失、 异常值等问题， 本文进行以下处理： （１） 将出口

交货值、 职工人数、 固定资产净值、 总资产、 总负债、 实收资本等关键指标缺失的

企业数据删除； （２） 将职工人数小于 ８ 的企业数据删除； （３） 将一些与会计原则

相悖的企业数据删除。 考虑到本文主要使用生存分析模型， 需进一步处理数据中存

在的删失问题。 由于本文数据期间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 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之前的企业，
其在 １９９８ 年之前的生存状况无法得知， 导致数据的左删失， 本文将成立年份不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期间的企业数据删除。 此外， 受到统计口径的影响， 一些企业并不

能在样本中持续出现， 造成数据的区间删失， 本文也将此类数据删除。
（二） 生存分析数据的构建

本文重点考察出口行为、 企业规模及其交互作用对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影

响。 如果出口行为等因素提高了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概率或者缩短了新创企

业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时间， 则表明该因素有助于新创企业克服新进入缺陷问题； 反

之， 则表明该因素对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此， 新创企业在

不同时点上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可能性以及生存危险期的持续时间成为本文主要的分

析对象， 而生存分析方法在研究兴趣事件的发生风险及持续时间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 所以， 本文运用生存分析方法对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行检验。
生存分析法建立在生存分析数据的基础上， 生存分析数据的构建需要兴趣事件

两方面的信息， 即兴趣事件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由于新创企业的生存危险期是

本文主要的分析对象， 生存分析数据的构建需要掌握新创企业进入生存危险期的时

间和走出生存危险期的时间。 综合考虑新进入缺陷及青春期缺陷的观点， 在初始资

源的支持下， 新创企业不会立刻面临生存威胁， 而是随着初始资源的逐步耗尽， 新

创企业才开始陷入生存危险期。 员工人数的变化作为衡量企业成长的重要指标

（Ｄｅｌｍ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２０］； 杜传忠和郭树龙， ２０１２［２１］； 吴先明等， ２０１７［２２］ ）， 对于

观测新创企业是否陷入生存危险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因为新创企业一般会招聘

更多的员工作为未来发展的储备资源， 只有出现经营困难时， 才会缩减员工人数。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一条， 当企业因破产、 生产经营发生

严重困难等情形下需要裁员 １０％以上时， 需要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本文将员工

人数比上一年减少 １０％以上的年份视为新创企业陷入生存危险期的开始时间。 而

当新创企业的经营状况改善时， 员工人数也将随之增加， 本文进一步将新创企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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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生存危险期后员工人数开始回升的年份①视为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时间，
即生存危险期的结束时间。

（三）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初步估计

风险函数估计法是生存分析中最常用的非参数分析法， 主要计算兴趣事件在不

同时点上的发生概率， 由于不依赖于任何假设， 常被用于探索性分析。 这里使用风

险函数估计法分别计算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陷入生存危险期后在不同时点上走

出生存危险期的可能性， 并比较了两者的差异， 对出口行为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

的作用机制做初步研究。
图 １ 计算了新创企业在不同时点上走出生存危险期的概率。 可以发现， 新创企

业一般在成立后的第 ３—４ 年走出生存危险期的概率最高， 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
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可能性随之下降。 在图 １ 中， 非出口企业走出生存危险

期的可能性曲线始终高于出口企业， 表明出口行为降低了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

的可能性， 延长了新创企业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时间， 这与既有研究中出口行为可以

改善企业生存能力的结论并不一致， 进一步说明了考虑到新创企业的特殊性后， 出

口行为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机制可能会发生变化②。

图 １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影响

三、 实证分析

（一） 研究方法

风险函数估计法仅仅分析了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影响， 在分析过

程中并未对影响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其他因素进行严格控制， 而这些因素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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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研究的严谨性， 本文还分别使用员工人数比上一年增加 ５％、 １０％以上的年份作为新创企业走出生

存危险期的时间， 重新构建了生存分析数据， 所得结果与本文基本一致。
本文对图 １ 中两条风险曲线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了对数秩检验和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Ｂｒｅｓｌｏｗ） 检验， 其检验

的 Ｐ 值均小于 ０ １， 说明图 １ 中两条风险曲线存在着显著差异， 由其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



对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干扰。 本文进一步使用生存分析模型中的 Ｃｏｘ ＰＨ 模型，
在控制住影响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其他因素的前提下， 对提出的研究假设做

进一步检验。 Ｃｏｘ ＰＨ 模型风险函数设定如下：
ｈ （ ｔ， Ｘ） ＝ ｈ０ （ ｔ） ｅｘｐ （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ｍＸｍ）

ｈ （ ｔ， Ｘ） 是 ｔ 时刻风险因素 Ｘ 的风险函数， ｈ０ （ ｔ） 表示 ｔ 时刻的基准风险，
其风险分布形态并未事先设定， Ｘ 表示风险因素， β 为风险因素的系数， 表示该风

险因素对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影响的大小， β 值大于 ０ 时， 表明该风险因素提

高了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概率， β 值小于 ０ 时， 表明该风险因素降低了新创

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可能性。
（二） 变量的测度

１ 关键变量的测度。 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主要衡量了新创企业从陷入生存

危险期到走出生存危险期的持续时间， 这一指标基于前文构建的生存分析数据，
在使用相应生存分析模型时自动生成。 而对于出口行为 （ ｅｘｐｏｒｔ） 的测度， 本文

将出口行为作为一个虚拟变量， 主要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出口交货值这一

指标进行测量， 当出口交货值大于 ０ 时， 则认定企业存在出口行为， 出口行为取

值为 １； 当出口交货值为 ０ 时， 则认定企业不存在出口行为， 出口行为取值为 ０。
此外， 衡量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的指标比较多， 既有文献中经常使用销售收入、 资

产和员工人数来测量 （Ｃｈｒｉ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２３］ ； 杜传忠和郭树龙， ２０１２）， 但

销售收入和资产容易受到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影响， 而且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中的可

比性较差， 使用员工人数衡量企业规模可能更具合理性 （杜传忠和郭树龙，
２０１２； 吴先明等， ２０１７）， 因此， 本文使用员工人数的对数值衡量企业规模。

２ 其他变量的测度。 参考既有的文献， 新创企业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持续时间

还会受到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 比如人力资本 （ｗａｇｅ）、 负债情况 （ ｌｅｖｅｒ）、 盈利

能力 （ ｒｏａ）、 资本密集度 （ ｃｄｅｎｓ）、 受补贴情况 （ ｓｕｂｓ）、 所有权属性 （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 （韩炜和薛红志， ２００８； 吴先明等， ２０１７）。 同样， 企业外部因素， 比如行

业集中度 （ＨＨＩ）、 市场化水平 （ｍａｒｋｅｔ）、 地区特征 （ ｌｏｃａ） 和行业属性 （ ｉｎｄｕ）
等， 也可能会影响到新创企业的生存危险期。 因此， 本文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放入 Ｃｏｘ ＰＨ 模型。
以上变量的定义和测度方法如表 １ 所示。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在表 ２ 中， 出口行为 （ｅｘｐｏｒｔ） 的均值为 ０ １７， 但进一步计算出工业企业整体样本

中存在出口行为的企业比重约为 ０ ２６， 这说明新创企业的出口倾向相对较低。 从

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来看， 任何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超过 ０ ３０， 各变量之间并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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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变量 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ｅｘｐｏｒｔ 出口行为， 当出口交货值大于 ０ 时， 出口行为取值为 １， 否则， 出口行为取值为 ０。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以企业员工人数取对数衡量。
ｗａｇｅ 人力资本， 以人均工资衡量， 即本年应付工资总额 ／ 员工人数。
ｌｅｖｅｒ 负债情况， 以资产负债率衡量， 即总负债 ／ 总资产。
ｒｏａ 盈利能力， 以总资产报酬率衡量， 即 （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 资产总额。
ｃｄｅｎｓ 资本密集度， 即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 ／ 员工人数。

ｓｕｂｓ 补贴因素， 如果企业在当年获得补贴， 补贴因素取值为 １， 如果企业没有获得补贴， 补贴因
素取值为 ０。

ｓｔａｔｅ 国有企业，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代码为 １１０ （国有企业）、 １４１ （国有联营企业）、 １５１ （国有独
资企业） 的企业， 国有企业取值为 １， 否则， 国有企业取值为 ０。

ｆｏｒｅｉｇ
外资企业，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代码为 ２３０ （中国港澳台地区独资企业）、 ２４０ （中国港澳台地
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０ （外商独资企业）、 ３４０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时， 外资企
业取值为 １， 否则， 外资企业取值为 ０。

ＨＨＩ 行业集中度， 以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得出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衡量。
ｍａｒｋｅｔ 市场化水平， 以樊纲等 （２０１１） ［２４］和王小鲁等 （２０１６） ［２５］公布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衡量。
ｉｎｄｕ 行业虚拟变量， 按照两位数行业代码生成 ３９ 个行业虚拟变量。
ｌｏｃａ 地区虚拟变量， 按照省级地区代码生成 ３１ 个地区虚拟变量。

注： 本文完成于 ２０１８ 年， 按照 ２０２０ 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的企
业不再划在外商投资企业范畴。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ｉｚｅ ｗａｇｅ ｌｅｖｅｒ ｒｏａ ｃｄｅｎｓ ｓｕｂｓ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 ＨＨＩ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７１ 　 　 ０ ３７７ 　 １ 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４ ６２９ １ １０７ ０ ２３８ 　 １ ０００
ｗａｇｅ ２２ ５１６ １ ３７７ ４６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６ 　 １ ０００
ｌｅｖｅｒ ０ ７７８ １ ６０９ ０ ０４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１ 　 １ ０００
ｒｏａ ０ １５１ ０ ８０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７ 　 １ ０００
ｃｄｅｎｓ １３４ ７２０ １０ ２５４ ６８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１ ０ １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１ ０００
ｓｕｂｓ ０ ３３３ ０ ４７１ ０ １０８ ０ １５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０ １ ０００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２５ ０ １５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７ 　 １ ０００
ｆｏｒｅｉｇ ０ ０８４ ０ ２７７ ０ ２９７ ０ １３０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４ 　 １ ０００
ＨＨＩ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９ 　 １ ０００
ｍａｒｋｅｔ ６ ０５３ １ ４１１ ０ １５８ －０ １０２ ０ １３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２ －０ １９９ ０ １４５ －０ １５１ １ ０００

（四） 实证结果

表 ３ 给出了基于 Ｃｏｘ ＰＨ 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其中模型 １ 仅加入了影响新创

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主要风险因素， 而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则依次加入了行业虚拟变

量和地区虚拟变量， 为了考察企业规模的调节效应， 模型 ４ 中加入了出口行为与企

业规模的交互项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在模型 １—模型 ３ 中， 出口行为 （ｅｘｐｏｒｔ） 的系数符

号均显著为负， 说明出口行为在整体上降低了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可能性，
与假设 １ 和风险函数估计法得到的结果一致。 另外， 模型 １—模型 ３ 中，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规模越大， 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概率

越高， 也就验证了较大的企业规模有助于新创企业克服新进入缺陷， 假设 ２ 得以验

证。 但是， 较大的企业规模能否改善新创企业在出口市场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呢？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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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４ 中出口行为与企业规模交互项 （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 与模型 ３
中出口行为的系数符号一致， 表明企业规模对出口行为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之间

的作用机制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也就是说， 企业规模越大，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

走出生存危险期的负向影响将得以增强， 相反， 规模较小的企业却可以凭借较强的

动态适应能力快速适应国外市场环境， 减轻外来者身份造成的不利影响， 与假设 ３
一致。

表 ３　 基于 Ｃｏｘ ＰＨ模型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９９ ６∗∗∗ －０ ０８５ ７∗∗ －０ ０６３ １∗ 　 ０ ３７９ ４∗∗∗

（０ ０３３ １） （０ ０３４ ５） （０ ０３５ ２） （０ １４６ １）

ｓｉｚｅ ０ １０７ ６∗∗∗ ０ １１４ ４∗∗∗ ０ １１５ ５∗∗∗ ０ １３４ ０∗∗∗

（０ ０１１ ６） （０ ０１１ ９） （０ ０１２ １） （０ ０１３ ５）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０ ０８５ ４∗∗∗

（０ ０２７ 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ｏｃａ 控制 控制

Ｎ ３１ ２６４ ３１ ２６４ ３１ ２６４ ３１ ２６４

注：∗∗∗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５，∗ｐ＜０ １，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再列出。

由于 Ｃｏｘ ＰＨ 模型基于等比例风险的假设前提， 如果一些变量不能通过等比例

风险假设检验， 与此相关的结论就可能存在偏误。 表 ４ 给出了主要变量等比例风险

检验的结果， 仅出口行为 （ｅｘｐｏｒｔ） 及其交互项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在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中

等比例风险检验的 Ｐ 值大于 ０ １， 通过了等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余下的则不能通过

等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Ｃｏｘ ＰＨ 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表 ４　 主要变量的等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Ｐ 值

模型 ２
Ｐ 值

模型 ３
Ｐ 值

模型 ４
Ｐ 值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０５ ３ ０ １１０ １ ０ ７５８ ３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 － － ０ ４８６ ３

（五） 稳健性分析

不同于 Ｃｏｘ ＰＨ 模型等比例风险的假设前提， 加速失效时间 （ＡＦＴ） 模型是一

种有效的参数模型， 可以直接估计出各风险因素对兴趣事件持续时间的影响。 本文

使用 ＡＦＴ 模型对前文的分析做稳健性检验。 在 ＡＦＴ 模型中， 兴趣事件持续时间的

自然对数 ｌｎＴ， 可由一组协变量的线性函数表达出来， 进而构造出一个线性模型：
ｌｎＴ＝Ｘ ｊβ＋μ
Ｔ＝ ｅｘｐ（Ｘ ｊβ＋μ）＝ ｅｘｐ（Ｘ ｊβ）×ｅｘｐ（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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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Ｘ ｊ是一组协变量， β 是这组协变量的系数， μ 为误差项， 误差项不同的分

布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回归模型 （赵奇伟和张楠， ２０１５） ［２６］。 在误差项分布形态选定

的情况下， 风险因素的系数 β 为负时， 该风险因素会缩短兴趣事件的持续时间； 风

险因素的系数 β 为正时， 该风险因素会延长兴趣事件的持续时间。 常见 ＡＦＴ 模型

的误差项分布形态为 Ｗｅｉｂｕｌｌ 分布、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分布、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分布、 Ｌｏ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布等， 在选择合适的分布形态时， 通常需要参考不同分布形态的 ＡＦＴ 模型得到

的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值和 ＡＩＣ 值， 如果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值越大， 并且 ＡＩＣ 值越小， 则该分

布形态对生存分析数据的拟合程度就越好。 根据这一原则， 本文发现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分
布形态的拟合程度最好， 因此， 本文选择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分布形态的 ＡＦＴ 模型对前面的

分析做稳健性检验。
表 ５ 给出了 ＡＦ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５—模型 ８ 的设置与模型 １—模型 ４ 相

类似。 模型 ５—模型 ７ 中， 出口行为 （ ｅｘｐｏｒｔ） 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正， 表明出口

行为延缓了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 即参与出口的新创企业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时

间更长， 与假设 １ 一致； 而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的系数符号在模型 ５—模型 ７ 中均显

著为负， 表明企业规模越大， 新创企业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时间越短， 即规模大的新

创企业会加速走出生存危险期， 与假设 ２ 一致。 模型 ８ 中出口行为与企业规模交互

项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与模型 ７ 中出口行为的系数符号一致， 说

明企业规模越大，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影响机制将得以强化， 与假设 ３
一致。 总的来看， ＡＦＴ 模型和 Ｃｏｘ ＰＨ 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本文得到的研究

结论是稳健的。

表 ５　 基于 ＡＦＴ模型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８７ ３∗∗ ０ １０５ ４∗∗∗ ０ ０９５ ０∗∗∗ 　 －０ ４２１ ３∗∗∗

（０ ０３５ ３） （０ ０３６ ５） （０ ０３５ １） （０ １４９ 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４７ ５∗∗∗ －０ ０５２ ５∗∗∗ －０ ０４１ ９∗∗∗ －０ ０６５ １∗∗∗

（０ ０１３ ３） （０ ０１３ ５） （０ ０１２ ８） （０ ０１４ ５）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０ １０１ ０∗∗∗

（０ ０２８ 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ｏｃａ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１ ０２０ ５∗∗∗ １ ０２９ ３∗∗∗ ０ ５０９ ４∗∗ ０ ６３０ ９∗∗∗

（０ ０９３ ９） （０ １５７ ５） （０ ２１４ ４） （０ ２１６ ９）
Ｎ ３１ ２６４ ３１ ２６４ ３１ ２６４ ３１ ２６４

注： 同表 ３。

四、 进一步研究

（一） 考虑新创企业外资属性的影响

逯宇铎等 （２０１３）、 戚建梅等 （２０１７） 的实证研究表明， 相对于本土企业， 出

口行为更能增强外资企业的生存能力， 并认为外资企业在出口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但对于新创企业而言， 这一研究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呢？ 本文进一步将新创企业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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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外资新创企业和本土新创企业两类进行分析。
表 ６ 给出了基于外资属性分类的 ＡＦＴ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９ 和模型 １０ 是基于

外资新创企业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１１ 和模型 １２ 是基于本土新创企业样本得

到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 ９ 和模型 １０ 中， 出口行为 （ ｅｘｐｏｒｔ） 及其交互项 （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ｉｚｅ） 的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出口行为并未对外资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产生明

显的不利影响。 相反， 模型 １１ 中出口行为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表明出口行为延

长了本土新创企业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时间， 而模型 １２ 中出口行为与企业规模交互

项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也验证了企业规模对出口行为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作用

机制的正向调节效应在本土新创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 通过表 ６ 可知， 出口行为对

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不利影响更多地发生在本土企业中。 这种结果并不难解

释， 相对于本土新创企业而言， 外资新创企业可以通过母公司获取有效的出口市场

信息以及相应的国际化经营经验， 这为外资新创企业应对出口市场上的外来者劣势

问题提供了有益帮助， 从而降低了出口行为对外资新创企业产生的死亡风险。

表 ６　 基于外资属性分类的 ＡＦＴ模型回归分析

变量
外资新创企业 本土新创企业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９１ ３ －０ ３５５ ２ ０ ０９０ ８∗∗ 　 －０ ４４８ ５∗∗∗

（０ ２０９ ３） （０ ９６７ ７） （０ ０３５ ８） （０ １５４ ７）

ｓｉｚｅ
－０ ０９４ ５ －０ １５５ １ －０ ０３９ ３∗∗∗ －０ ０６０ ４∗∗∗

（０ １０１ １） （０ １４８ ６） （０ ０１２ ７） （０ ０１４ １）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０ １０７ ５ ０ １０５ ３∗∗∗

（０ １８６ ７） （０ ０２９ 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ｏｃ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２ ０２８ ３ ２ ４３６ ６ ０ ４５９ ９∗∗ ０ ５６７ ４∗∗∗

（６ ７５６ ０） （６ ７５５ ７） （０ ２１２ ５） （０ ２１４ ３）
Ｎ ２ ６５１ ２ ６５１ ２８ ６１３ ２８ ６１３

注： 同表 ３。

（二） 考虑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

本土市场上激烈的竞争增加了企业的死亡风险， 但出口为企业开拓了海外市

场， 可以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本土市场的激烈竞争 （江小涓， ２００７）， 从而增

加企业的生存概率。 从这种思路出发， 在竞争程度越激烈的行业中， 出口行为越能

改善企业的生存状况。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 本文进一步根据研究样本中行业集中度

（ＨＨＩ） 的均值将新创企业样本分为竞争程度较高和竞争程度较低两类进行分析。
表 ７ 给出了基于行业竞争程度分类的 ＡＦＴ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１３ 和模型 １４ 是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新创企业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１５ 和模型 １６ 是基于

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新创企业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 １３ 中出口行为

（ｅｘｐｏｒｔ）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说明在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中， 存在出口行为的新

创企业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时间会更久； 相反， 在模型 １５ 中出口行为的系数不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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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表明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中， 出口行为并未对新创企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

响。 这与前面的论断并不一致， 这或许是因为新创企业在新进入缺陷的影响下， 面

对行业内激烈的竞争， 承受着更大的死亡风险， 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为了生存下

去， 往往在还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情况下， 过早地进入了出口市场， 这种盲目进入使

新创企业承受着新进入缺陷和外来者劣势的双重压力， 从而延长了新创企业处于生

存危险期的时间。 而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中， 新创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相对较

小， 盲目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较低， 这些企业可以为进入出口市场做充足的准

备， 进入出口市场后应对外来者劣势的压力也会减小。 模型 １４ 中出口行为与企业

规模交互项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意味着在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中，
规模较大的新创企业如果存在出口行为， 将会对新创企业的生存产生更大的不利

影响。

表 ７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分类的 ＡＦＴ模型回归分析

变量
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 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８５ １∗∗ －０ ５４９ ６∗∗∗ ０ １０１ ６ －０ ０６７ ８
（０ ０４１ ４） （０ １８１ ５） （０ ０６７ １） （０ ２７０ ２）

ｓｉｚｅ
－０ ０３１ 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 ０６０ 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 ０１６ ４） （０ ０１８ ８） （０ ０２０ ４） （０ ０２２ ４）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０ １２５ ８∗∗∗ ０ ０３１ 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 ０４９ 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ｏｃ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０ １４５ ８ ０ ２６４ ８ ０ ６８７ ５∗∗ ０ ７１９ １∗∗

（０ ３１７ ０） （０ ３１８ ４） （０ ３１３ ０） （０ ３１６ ７）
Ｎ ２１ ９６９ ２１ ９６９ ９ ２９５ ９ ２９５

注： 同表 ３。

（三） 考虑美国金融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企业的出口市场产生

了较为严重的冲击， 势必会对出口企业的生存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 可能对本文的

研究机制造成干扰。 为了消除这种干扰， 并厘清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对出

口行为、 企业规模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作用机制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根据 ２００８
年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将研究样本分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两个阶段。
其中，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的研究样本发生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前， 不会

受到两者的冲击， 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的研究样本则伴随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

机的发生， 并受到两者的影响。
表 ８ 给出了考虑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 ＡＦＴ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１７

和模型 １８ 是基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新创企业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１９ 和模型 ２０
是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新创企业样本得到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 １７ 和模型 １９ 中出口

行为 （ｅｘｐｏｒｔ） 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正， 表明无论是否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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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 出口行为都将延长新创企业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时间， 但出口行为在模型 １９
中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模型 １７， 说明面对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
存在出口行为的新创企业面临更大、 更显著的生存压力。 模型 １８ 中出口行为与企

业规模交互项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 并与模型 １７ 中出口行为的系数

符号一致， 说明较大的企业规模将加大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不利

影响， 而较小的企业规模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种不利影响。 但在模型 ２０ 中

出口行为与企业规模交互项的系数变得不再显著， 这意味着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

的影响下， 企业规模的调节效应在逐渐失效。

表 ８　 考虑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 ＡＦＴ模型回归分析

变量
未受危机冲击 受到危机冲击

模型 １７ 模型 １８ 模型 １９ 模型 ２０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６８ ０∗ －０ ４４７ ２∗∗∗ ０ ２６４ ７∗∗ －０ １４０ ４
（０ ０３５ ７） （０ １５１ １） （０ １１７ ３） （０ ４９８ ２）

ｓｉｚｅ
－０ ０４８ ３∗∗∗ －０ ０７１ ９∗∗∗ ０ ００８ ７ －０ ００７ ９
（０ ０１３ １） （０ ０１４ ９） （０ ０４１ ９） （０ ０４６ ６）

ｅｘｐｏｒｔ×ｓｉｚｅ ０ １００ ６∗∗∗ ０ ０８０ ６
（０ ０２８ ６） （０ ０９６ 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ｏｃ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０ ５５３ ３∗∗ ０ ６７９ ７∗∗∗ ３ ５０６ ３ ３ ５４５ ６

（０ ２１８ ８） （０ ２２１ ５） （６ ７７６ １） （６ ７７６ ５）
Ｎ ２４ ６３２ ２４ ６３２ ６ ６３２ ６ ６３２

注： 同表 ３。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新进入缺陷和外来者劣势的视角， 构建了出口行为、 企业规模与新创企

业生存危险期的分析框架， 并基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的新创企业

样本， 使用生存分析方法中的 Ｃｏｘ ＰＨ 模型和 ＡＦＴ 模型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
（１） 出口行为降低了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可能性， 并延长了其生存危险期

的持续时间； （２） 企业规模对于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

性， 一方面， 企业规模缩短了新创企业处于生存危险期的持续时间， 另一方面， 企

业规模对出口行为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作用机制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在出口市

场上较大的企业规模反而不利于新创企业快速走出生存危险期； （３） 出口行为、
企业规模与新创企业生存危险期的作用机制在本土企业以及竞争程度比较高的行业

中更为显著， 而面对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 出口行为对新创企业的负向影响

更加严重， 企业规模的调节效应也逐渐失效。
在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解决新创企业成长问

题具有以下启示： （１） 新创企业应避免盲目跟风出口， 逐步培育出口竞争优势。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 过早地进入出口市场并不利于新创企业快速走出生存危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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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会使新创企业承受外来者劣势的影响， 在新进入缺陷和外来者劣势的双重压力

下， 新创企业面临的死亡风险更高。 尤其是对于竞争程度比较高的行业而言， 新创

企业更不能盲目地将出口视为规避国内竞争风险的手段， 在不具备出口竞争优势的

前提下， 过早地进入出口市场。 相反， 新创企业应在克服新进入缺陷的基础上， 逐

步培养自身的出口竞争优势， 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出口市场上的各种风险， 并使出

口提升企业生存能力的效应得以实现。 （２） 规模较大的新创企业更应谨慎对待出

口决策， 注意进入出口市场的策略性， 并提高在出口市场的动态适应能力。 本文研

究结论表明， 较大的企业规模虽有助于新创企业克服新进入缺陷， 但在出口市场上

却可能对新创企业走出生存危险期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 规模较大的新创企业应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选择合适的出口市场， 避免海外竞争对手的过度反击； 同时，
规模较大的新创企业也要提高在出口市场上的动态适应能力， 灵活应对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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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ｓａｍ⁃
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ｎｏ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ｅｖｅｎ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ｇｅｔ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ｏｗ⁃
ｅｖｅｒ，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ｉｓ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ｎｅｓ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ｅｓｓ

６５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