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出口跨越了 “低加成率陷阱” 吗

诸竹君　 　 黄先海

摘要： 本文以出口企业 “低加成率陷阱” 为切入点， 运用间接可加性效用函数

探究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方程。 在此基础上， 本文使用最新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

中国海关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全样本出口企业加成率显著低

于非出口企业， 但是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总体上出口企业加成率已经超过非出口企业；
企业生产率、 出口目的地人均 ＧＤＰ、 双边实际直接汇率和出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正向

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 而出口平均关税率存在明显负向作用； 子样本检验结果表

明， 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加工贸易的出口目的地收入效应较小。 本文首次证实中国出

口企业已经跨越了 “低加成率陷阱”， 并提供了提升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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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 拓展对外贸易，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提升出口获利能力

是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 出口企业盈利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也是学界和政界

关注的焦点。 产业组织理论中企业盈利水平或者市场势力可以用加成率衡量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１］；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２］）。 对中国微观数据的实

证检验表明出口企业存在 “低加成率陷阱” （刘啟仁和黄建忠， ２０１５［３］； 黄先海

等， ２０１６ａ［４］）。 目前， 有关企业 “低加成率陷阱” 的解释主要基于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ｔａ⁃
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５］的研究 （以下简称 ＭＯ 模型）， 即企业加成率与生产率正相关， 出

口企业是付出更高固定成本的高效率企业， 因此其加成率水平更高。 “低加成率陷

阱” 实质是 ＭＯ 模型下推导出的命题与中国现实相违背。 一种折中的模型解释是中

国存在出口企业 “低生产率悖论”，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较低。 但是， 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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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即使在控制生产率因素后出口企业加成率仍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 因此从理论

上看这一学术命题在 ＭＯ 模型中确实存在。 本文以 “低加成率陷阱” 为切入点，
通过引入新模型对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因素进行新解释。 在政策上， 全面解释出口

企业加成率的决定因素， 对推动出口向优质优价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献回顾

第一类是研究出口企业可变加成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测算的相关文献。 将可变

加成率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奠基之作是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５］， 该文

将拟线性效用函数引入模型实现了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可变性， 理论结果表明出口企

业加成率与生产率正相关， 而贸易自由化会产生竞争加剧效应。 Ｅｄｍｏｎｄ 等

（２０１５） ［６］的研究不同于 ＭＯ 模型的基本设定， 运用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开放宏观

模型探究了贸易后的加成率效应， 模型结果显示加成率受到企业市场份额和弹性

系数的影响， 对贸易后竞争加剧效应的研究表明市场资源错配程度会产生调节作

用。 上述文献均围绕贸易后竞争加剧效应对企业加成率进行了初步探索， 但缺乏

较好的实证检验。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基于结构模型测算了企业加

成率， 这一方法 （简称 ＤＬＷ 法） 在较少假设基础上实现了对企业层面加成率的

测算， 实证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具有更高加成率。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创造性地

提出了企业—产品层面加成率测算方法， 还将加成率分解为成本和价格两大

渠道。
第二类是研究开放条件下企业加成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开拓性文献在

ＤＬＷ 法下通过测算企业加成率， 发现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加成率水平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在此基础上， 更多文献分析了开放条件下企业加成率的影

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产品质量显著影响了企业加成率， 除生产率因素外， 行业层

面质量阶梯也是决定企业加成率的重要变量， 而在开放条件下由于面临更大的市场

规模， 质量阶梯可能发生移动进而引致企业加成率变动 （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ｅｓ， ２０１５） ［７］。
汇率变动显著影响了企业的价格和成本， 进而也是企业加成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８］。 从贸易视角出发， 相关文献分析了贸易自由化等政策冲击的影响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另外， 还有文献指出创新显著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
但是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 （刘啟仁和黄建忠， ２０１６［９］；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７［１０］ ）。 基

于中国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 贸易自由化和人民币汇率提升显著降低了国内企业加

成率离散度， 改善了资源配置水平 （Ｌｕ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５） ［１１］。 动态视角下对外直接

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加成率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６） ［１２］。 最新文献探究了中间品贸易自

由化、 劳动力成本和金融业开放等因素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１３］；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７［１４］；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７；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１５］）。

第三类是研究中国出口企业 “低加成率陷阱” 的相关文献。 盛丹和王永进

（２０１２） ［１６］指出偏向性贸易政策 （如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 是造成出口企业低加成

率的主要原因。 后续文献吸收企业加成率测算的最新方法 （ＤＬＷ 法）， 提出出口

企业 “低加成率陷阱” 这一学术命题 （刘啟仁和黄建忠， ２０１５； 黄先海等，

５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经贸论坛



２０１６ａ）。 上述文献表明由于中国存在市场分割和较低的出口固定成本， 生产率较

低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低生产率和较弱学习效应引致了这一命题的发生 （刘啟

仁和黄建忠， ２０１５）。 黄先海等 （２０１６ａ） 从出口产品质量出发解释了这一命题，
认为低生产率企业选择低质量出口引致了这一问题， 并提出随着出口企业产品质量

的改善， 这一陷阱具有阶段性。 基于子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密集型内资企业出

口后加成率更高 （祝树金和张鹏辉， ２０１５） ［１７］。 还有文献从出口退税政策、 外资企

业转移定价、 出口企业产品选择、 汇率变动、 加工贸易和竞争效应等视角对这一学

术命 题 进 行 了 分 析 （ 钱 学 锋 等， ２０１５［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７［１９］；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５［２０］； 盛丹和刘竹青， ２０１７［２１］）。

目前， 关于出口企业加成率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 ＭＯ 模型， 其理论推断是企业

加成率与生产率正相关， 出口企业可能存在明显的加成率优势。 但出口企业加成率

还可能受到目的地经济变量 （如人均收入等）、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宏观层面

汇率波动也会产生影响。 需要对上述可能影响变量通过理论建模进行系统性分析。

二、 理论模型

借鉴 Ｂｅｒｔｏｌｅｔｔｉ 和 Ｅｔｒｏ （２０１７） ［２２］的模型， 本文引入间接可加性效用函数 （ ｉｎｄｉ⁃
ｒｅｃ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ｉｔｙ）， 将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 汇率因素和出口产品质量等纳入到统一

框架内加以研究， 以新视角更完整地分析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决定因素。
（一） 封闭市场情形

１ 消费者需求

假定国内市场 Ｈ 共有 Ｌ 个同质消费者， 每人有 ｅ 份劳动禀赋。 劳动力市场完全

竞争， 消费者劳动禀赋应等于人均收入 Ｅ。 效用函数间接可加， 其效用水平与标准

化价格 ｓ（ω） ＝ ｐ（ω） ／ Ｅ 有关， ω ∈ Ω 为消费者可接触商品集合：

Ｖ ＝ ∫
Ω
ｖ［ ｓ（ω）］ｄω （１）

其中， ｖ（ ） 满足 ｖ′ ＜ ０ 和 ｖ″ ＞ ０ ， 即为递减的凸函数， 其最大值应为 α ＝
ｖ －１（０） ， 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 αＥ ， 当 ｓ ≥ α 时， Ｖ（ ｓ） ＝ ０。 根据罗伊恒等

式 （Ｒｏ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可以求得消费者对于每种商品的需求函数：

ｘ（ω） ＝ － Ｅ ｖ
ｐ

／ ｖ
Ｅ

æ

è
ç

ö

ø
÷ ＝ ｖ′［ ｓ（ω）］ ／ μ （２）

其中， μ ＝ ∫
Ω
ｖ′［ ｓ（ω）］ ｓ（ω）ｄω 表示收入的边际效用， 数值大小取决于价格和消

费的商品种类。 消费者的需求量随商品价格 ｐ（ω） 递减， 并且 ｐ（ω） ≤ ｐ^ ＝ αＥ 。
２ 厂商行为

假定企业在支付了固定成本 ｆ 后进入国内市场， 以边际成本 ｃ 生产一类商品集

合 Ω 。 根据 ＭＯ 模型的假定： ｃ ～ Ｇ（ｃ） ①， 企业进入市场后得到某一边际成本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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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边际成本分布 Ｇ（ｃ） 是公共信息， 其中 ｃ∈（０， ｃ－） ， 将其标准化为单位劳动

力禀赋。
３ 封闭市场的均衡情况

根据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 可求得均衡情况利润函数：
π（ｃ） ＝ ［ｐ（ｃ） － ｃ］ｖ′［ｐ（ｃ） ／ Ｅ］Ｌ ／ μ （３）

单一生产者无法影响 μ ， 根据式 （３） 可得生产者的价格函数：
ｐ（ｃ） ＝ ｃ ［ － ｓｖ″（ ｓ） ／ ｖ′（ ｓ）］ ／ － ｓｖ″（ ｓ） ／ ｖ′（ ｓ） － １{ } （４）

进一步， 将 － ｓｖ″（ ｓ） ／ ｖ′（ ｓ） 记作 θ（ ｓ） ， 假定其满足 θ（ ｓ） ＞ １、 ２θ（ ｓ） ＞ ξ（ ｓ）＝ －
ｓｖ‴（ ｓ） ／ ｖ″（ ｓ） 。 加成率的定义式为 ｍｋｐ（ｃ） ＝ ［ｐ（ｃ） － ｃ］ ／ ｃ ， 通过计 算 可 知

ｍｋｐ（ｃ） ／ Ｅ ＞ ０， 即企业加成率水平与其所处市场人均收入水平正相关。 同时， 本

文结果显示， 在 ＭＯ 模型下企业加成率水平和市场规模的负向关系在该框架下并不成

立， 而人均收入 Ｅ 并非是ＭＯ 模型下的中性影响， 企业边际成本的作用方向仍然一致。
命题 １： 封闭条件下， 企业加成率水平 ｍｋｐ（ｃ） 与其所处市场的人均收入 Ｅ 正

相关。
命题 ２： 封闭条件下， 企业加成率水平 ｍｋｐ（ｃ） 与其边际成本 ｃ 负相关。
（二） 开放经济情形

借鉴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３］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２４］ 的模型设定， 仅考虑对称国家情

形， 在间接可加性效用函数下， 开放经济情形等同于市场规模扩张， 其福利效果是

可消费商品种类增加， 而非企业加成率下降， 这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 由于商品种类和价格与市场规模独立， 简单加总可得总体间接效用 （福利

水平）：

Ｖ ＝ ｎ ∫αＥ
０
ｖ［ｐ（ｃ） ／ Ｅ］ｄＧ（ｃ） ／ Ｇ（αＥ） （５）

其中， 商品种类 ｎ ＝ Ｇ（αＥ）ＥＬ ／ θ
－
ｆ ， 由此可知开放条件下消费者福利水平取决

于商品种类的增加和边际成本 ｃ 的分布变动情况。 假定国外市场 Ｆ 与国内市场 Ｈ
完全对称， 贸易存在冰山运输成本 τ ＞ １， 则开放条件下企业出口价格函数为

ｐＦ（ｃ） ＝ τｐ（ｃ） 。
（三） 显性化效用函数

有文献论证了企业的产品质量会影响到其加成率水平， 从开放经济视角出发论

证了不同市场的质量阶梯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ｅｓ， ２０１５； 黄先海等，
２０１６ａ）。 因此， 在显性化效用函数中进一步加入产品质量 ｚ， 消费者更偏好高质量商

品。 借鉴 Ｈｏｕｔｈａｋｋｅｒ （１９６０） ［２５］的研究， 间接可加性效用函数一个特例是：

Ｖ ＝ ∫
Ω
｛ ｚ［α － ｓ（ω）］｝ １＋σ ／ （１ ＋ σ）ｄω （６）

其中， σ ＞ １ 表示消费者在每种商品间的替代弹性， 根据罗伊恒等式， 商品 ω
的需求函数为：

ｘ（ω） ＝ ｛ ｚ［α － ｓ（ω）］｝ σ ／ μ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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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利润函数， 可求得此时国内厂商 ｉ 在特定国外市场 Ｆ ｊ 的价格函数为：
ｐｉＦ ｊ

＝ （στｉＦ ｊ
ｗ ｉｃ ＋ αｚＦＪ

ＥＦＪ
） ／ （１ ＋ σ） （８）

其中， ｗ ｉ 表示国内厂商 ｉ 的工资水平。 此时， 厂商 ｉ 在国外市场 Ｆ ｊ 每种商品销

量为：
ｘｉＦ ｊ

＝ σσ （ｃ＾ ｉＦＪ
－ ｃ） σ （τｉＦ ｊ

ｗ ｉ） σ ／ ［ ｚσＦ ｊ
（１ ＋ σ） σＥσ

Ｆ ｊ
｜ μＦ ｊ

｜ ］ （９）
其中， ｃ＾ ｉＦ ｊ

＝ αＥＦ ｊ
／ （τｉＦ ｊ

ｗ ｉ） 表示在国内市场能出口到国外市场 Ｆ ｊ 的临界成本

（ｃｕｔ－ｏｆｆ ｃｏｓｔ）。 国内企业 ｉ 在特定国外市场 Ｆ ｊ 的加成率水平为：
ｍｋｐｉＦ ｊ

（ｃ） ＝ （１ ＋ σ） －１［（ｃ＾ ｉＦ ｊ
－ ｃ ＋ ｚＦ ｊ

） ／ ｃ］ （１０）
其中， ｃ＾ ｉＦ ｊ

是以外币计价的出口企业边际成本临界值， 名义汇率记为 ｅｘｉＦＪ
， 表

示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 以本币计价的出口边际成本临界值 ｃ＾ ′ｉＦ ｊ
＝ ｅｘｉＦ ｊ

ｃ＾ ｉＦ ｊ
， 通过国

内外市场工资水平之比 ｗ ｉ ／ ｗＦ ｊ
， 可消除国内和国外市场的价格因素， 可得实际汇

率 ｅｘ′ｉＦ ｊ
＝ ｅｘｉＦ ｊ

ｗ ｉ ／ ｗＦ ｊ
， 由此， 国内企业 ｉ 在特定国外市场 Ｆ ｊ 的加成率水平为：

ｍｋｐｉＦ ｊ
（ｃ） ＝ （１ ＋ σ） －１｛［（αｅｘ′ｉＦ ｊ

ｅＦ ｊ
／ τｉＦ ｊ

） － ｃ ＋ ｚＦ ｊ
］ ／ ｃ｝ （１１）

其中， ｅＦ ｊ
＝ ＥＦ ｊ

／ ｗＦ ｊ
表示相对于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人均收入。 根据式 （１１）

可知开放经济下企业加成率的决定因素， 进一步对相关变量求导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 ３： 开放条件下， 企业加成率 ｍｋｐ（ｃ） 与出口市场相对人均收入 ｅＦ ｊ

正

相关。
命题 ４： 开放条件下， 企业加成率 ｍｋｐ（ｃ） 与出口产品质量 ｚＦ ｊ

正相关。
命题 ５： 开放条件下， 企业加成率 ｍｋｐ（ｃ） 与实际直接汇率 ｅｘ′ｉＦ ｊ

正相关。
命题 ６： 开放条件下， 企业加成率 ｍｋｐ（ｃ） 与出口市场冰山运输成本 τｉＦ ｊ

负

相关。
本文在统一框架内探讨了开放条件下企业加成率的决定因素， 出口企业加成率

主要取决于生产率水平、 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 出口产品质量、 汇率和贸易成本等

因素。 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存在 “低加成率陷阱” 是由上述变量综合效应决定的结

果， 实质是一个计量问题， 而非真正意义上违背理论框架的 “悖论”。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构造

（一） 数据来源

１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６］ 的做法， 根据 “通用会计准则” 的规定， 本文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整理。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将行业分类统一

至 ２００２ 年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２ 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总署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的企业产品层面数据， 数据匹配涉及一

系列繁琐的技术过程。 参考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７］ 的两步匹配方法， 通过匹配， 共对应上

８７ ５４１ 家出口企业的 ２９０ ２０６ 个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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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调整与测算

１ 企业层面投入产出数据调整主要包括：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从业人

数、 资本存量、 工业中间投入合计等 （均为对数值）。 除从业人数 （ ｌｉｊｔ） 外， 其他

数据均需进行价格调整。 具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以 ２０００ 年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价格指数作为基准， 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工业总产值 （ｙｉｊｔ） 和工业增加值

（ｖａｉｊｔ） 进行平减， 以工业品购进价格指数对工业中间投入合计 （ｍｉｊｔ） 进行平减。 对

资本存量的估计借鉴诸竹君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 以企业最早出现在工业企业数据

库年份的固定资产净值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格） 作为初始资本存量， 采用永续盘存法

估算企业每年的资本存量 （ｋｉｊｔ） 。
２ 企业层面加成率、 生产率测算

借鉴 ＤＬＷ 法采用结构模型对企业加成率进行估算。 ＤＬＷ 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

构造成本最小化问题， 求解企业加成率的表达式：
ｍｋｐｉｊｔ ＝ θＩ

ｉｊｔ （ΨＩ
ｉｊｔ）

－１ （１２）
其中， ｉ、 ｊ、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 年份， θＩ 表示某种投入要素 Ｉ 的产出弹性，

ΨＩ ＝ ｐＩＩ ／ ｐＹ 表示该种投入要素占企业总产出 （ｐＹ） 的比重。 需要估计的只有投入要

素产出弹性， 使用劳动力作为企业充分调整的投入要素， 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

为基准模型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具体设定如下：
ｙｉｊｔ ＝ βｌ ｌｉｊｔ ＋ βｋｋｉｊｔ ＋ βｍｍｉｊｔ ＋ βｌｌ（ ｌｉｊｔ） ２ ＋ βｋｋ（ｋｉｊｔ） ２ ＋ βｍｍ（ｍｉｊｔ） ２ ＋ βｌｋ ｌｉｊｔｋｉｊｔ

＋ βｌｍ ｌｉｊｔｍｉｊｔ ＋ βｋｍｋｉｊｔｍｉｊｔ ＋ βｌｋｍ ｌｉｊｔｋｉｊｔｍｉｊｔ ＋ ω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１３）
其中， ω 和 ε 分别表示企业生产率和不可预期冲击误差项。 目前由于数据质

量问题， 无法通过严谨的 ＤＬＷ 方法测算企业加成率。 为避免数据年限相对陈旧

可能对实证结果时效性造成的影响， 本文通过放宽 ＤＬＷ 法的基本假定， 对企业

加成率进行尝试性测算。 根据 ＤＬＷ 法的假定， 企业需要通过选择特定要素最小

化生产成本，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均汇报了工业企业从业人数

和工资总额信息， 可通过以劳动力投入实现成本最小化， 得到企业加成率的估

计值。
３ 其他变量测算

出口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是基于 “需求残差” 原

理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２８］； 企业层面出口冰山成本测算 （ＦＥＴ）， 其代理变量是企

业层面出口关税率： ＦＥＴｉｔ ＝ ∑ Ｐ
［（ＸＰ

ｉｔ ／∑ Ｐ
ＸＰ

ｉｔ）∑ ｄ
（Ｘｄ

ｉＰｔ ／∑ ｄ
Ｘｄ

ｉＰｔ） ｔａｒｉｆｆｄＰｔ］ ， 其中，

ＸＰ
ｉｔ 和 Ｘｄ

ｉＰｔ 分别表示企业 ｉ产品Ｐ出口总额和其中对 ｄ国出口额； ｔａｒｉｆｆｄＰｔ 表示对 ｄ国的

出口从价关税； 出口虚拟变量 （ ｅｘｐｏｒｔ）； 出口强度 （ ｅｘｐｓｈａ）， 以出口交货值占工

业销售总产值的比重衡量； 企业规模 （ ｓｃａｌｅ）， 以企业当年的销售收入 （ ｓａｌｅ） 对

数值衡量其规模； 资本劳动比 （ｋｌｒａｔｉｏ）， 以计算企业资本和从业人数对数值之比

衡量； 企业所有制类型 （ ｓｏｅ）， 本文通过计算各企业实收资本中的国有资本占比作

为控制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变量； 企业年龄 （ａｇｅ）， 以企业建立时间的对数值衡量；
行业竞争程度 （ ｈｈｉ）， 使用 ４ 位码行业赫芬达尔指数代理， 表达式为： ｈｈｉ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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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ｉ ＝ １
（ ｓａｌｅｉｊ ／∑ ｎ

ｉ ＝ １
ｓａｌｅ

ｉｊ
）

２
； 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 （ｐｇｎｉ）， 根据出口目的地人均国

民收入的加权对数值代理， 表达式为 ｐｇｎｉｉｔ ＝ ｌｎ［∑ ｄ
（Ｘｄ

ｉｔ ／∑ ｄ
Ｘｄ

ｉｔ）ｇｎｉｄｔ ］ ①； 出口目

的地实际汇率 （ ｒｅｒ）， 表达式为 ｒｅｒｄｔ ＝ ｌｎ（ｎｅｒｄｔ × ｃｐｉｃｔ ／ ｃｐｉｄｔ） ， 其中， ｎｅｒｄｔ 表示 ｄ目的

地 ｔ 时刻的名义汇率水平， ｃｐｉ 表示相应地区消费者价格指数②， 使用直接标价法下

汇率。

四、 实证策略与结果分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企业选择出口并非随机事件， 相关文献表明出口需要克服较大固定成本，
因此高生产率企业自选择进入出口市场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以中国数据为基础的实

证研究表明， 中国存在出口企业 “生产率悖论” （Ｄ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２９］。 本文选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９） ［３０］的样本选择模型： 第一阶段， 构造出口行为方程， 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企业出口概率； 第二阶段， 使用企业出口概率估计值作为修正的解释变量

进行回归：

Ｐｒｏｂｉｔ（ｅｘｐｏｒｔｉｊｔ ＝ １） ＝ Φ（Ｘ′ｉｊｔφ１ ＋ γｔ ＋ ζ ｊ ＋ ρｓ ＋ εｉｊｔ） 　 　 　 　 　 　 　 （１４）

ｌｎｍｋｐｉｊｔ ＝ βｉ ＋ β１ｅｘｐｏｒｔｉｊｔ ／ ｅｘｐｓｈａｉｊｔ ＋ Ｚ′ｉｊｔβ２ ＋ Ｚ′ｊｔβ３ ＋ β４λ ｉｊｔ ＋ γｔ ＋ ζ ｊ ＋ ρｓ ＋ εｉｊｔ

（１５）
ｌｎｍｋｐｉｊｔ ＝ βｉ ＋ β１ ｔｆｐｉｊｔ ＋ β２ｐｇｎｉｉｊｔ ＋ Ｚ′ｉｊｔβ３ ＋ Ｚ′ｊｔβ４ ＋ γｔ ＋ ζ ｊ ＋ ρｓ ＋ εｉｊｔ 　 （１６）

第一阶段回归基于式 （１４）， 选择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的变量 Ｘ′ｉｊｔ 作为解释变

量， 进行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 企业生产率 （ ｔｆｐ） 是决定企业是否出口的重要因素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融 资 约 束 情 况 （ ｆｃｏｎｓ ） 也 会 影 响 企 业 出 口 决 策 （ Ｍａｎｏｖａ，
２０１３［３１］； 黄先海， ２０１６ｂ［３２］ ）， 前一期的出口行为 （ ｌ ｅｘｐｏｒｔ） 可能存在 “出口中

学效应” 正向反馈当期出口决策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２０１３） ［３３］ ）， 外资企业 （ ｆｏｒｅｉｇｎ）
相比内资企业具有 “出口平台效应”， 更可能参与出口行为 （Ｄ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３４］。
本文通过计算各企业实收资本中境外资本的占比作为外资企业 （ ｆｏｒｅｉｇｎ） 的代理变

量， 新贸易理论揭示的 “母市场效应” 即当地市场规模 （ｍｓ） 是影响出口决策的

因素之一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基于中国企业的研究结果表明， 市场分割引致企业

逆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 （朱希伟等， ２００５） ［３４］， 选择每年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相

对价格集合方差 （ｖａｒｐ） 作为市场分割代理变量。 第二阶段回归基于式 （１５）， 其

中， Ｚ′ｉｊｔ 、 Ｚ′ｊｔ 和 λ ｉｊｔ 分别表示企业层面、 ２ 位码行业控制变量和逆米尔斯比率， 主要

目的是检验是否存在 “低加成率陷阱”。 式 （１６） 是本文基准模型， 目的是检验有

关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因素的相关命题。 βｉ 、 γｔ 、 ζ ｊ 、 ρｓ 和 εｉｊｔ 分别表示企业、 年份、
２ 位码行业、 省份固定效应和随机误差项， 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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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里 ｇｎｉｄｔ 表示 ｔ 时刻 ｄ 目的地的人均国民收入， 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ＷＤＩ）。
其中 ｎｅｒ 指标数据来自 ＰＴＷ ７ １， ｃｐｉ 指标数据来自于国际金融数据 （ＩＦＳ）。



（二） 全样本企业加成率回归结果

表 １ 汇报了全样本企业加成率和出口行为的对应关系， 其中第（１）—（３）列和

第（４）—（６）列分别汇报了以出口虚拟变量 （ｅｘｐｏｒｔ） 和出口强度 （ ｅｘｐｓｈａ） 为解释

变量的结果。 第 （１） 列结果显示， 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出口企业加成率显著低于非

出口企业， 第 （２） 列逐步控制了年份、 ２ 位码行业、 省份固定效应， 结果表明出

口企业加成率平均比非出口企业显著低 ０ ０１５５。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 年后出口企业加

成率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 因此第 （３） 列中仅汇报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的样本回归，
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 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在 ２０１１ 年后已经超过了非出口

企业。 第（４）—（５）列在加入控制变量、 逐步控制相关固定效应后企业出口强度

（ｅｘｐｓｈａ） 系数显著为负， 第 （５） 列结果显示， 企业出口强度每提高 １０％， 会引致

加成率平均显著下降约 ０ ００３０。 第 （６） 列显示， 总体上出口份额与企业加成率的

关系在 ２０１１ 年后显著为正。 表 １ 从实证角度证实了中国出口企业总体上存在 “低
加成率陷阱”。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工业企业数据的计量结果显示， 中国出口企业已经总

体上跨越了 “低加成率陷阱”。

表 １　 全样本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加成率比较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２６∗∗∗

（－１２ ７９） （－１２ ７２） （３ ３２）

ｅｘｐｓｈａ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０４２∗∗

（－１５ ２３） （－１５ ２１） （２ ２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８４５ ４１０ ２ ８４５ ４１０ ９２８ ９９６ ２ ８４５ ４１０ ２ ８４５ ４１０ ９２８ ９９６

Ｒ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９２ ０ １０８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９ ０ １１９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 ｔ 或 ｚ 统计值， 拟合优度均为组内 Ｒ２； 回归
均控制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ＧＭＭ 回归 ＡＲ （２） 和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均通过； 下表同。

（三） 子样本企业加成率回归结果

表 ２ 将全样本按照不同要素密集度和不同所有制类型进行了划分， 其中不同所

有制类型结果显示，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加成率优势相对更大， 劳

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优势相对较小， 这也显示技术复杂度相对更高的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行业总体跨越了 “低加成率陷阱”。 第（４）—（６）列汇报了基于不同所有制类

型的回归， 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没有显著的出口企业加成率优势，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的出口企业加成率优势均显著存在， 其中外资企业的优势相对更大。 这部分回归

结果显示， 中国出口企业跨越 “低加成率陷阱” 主要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更多体现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这一结果在分样本的回归中仍然较为稳健。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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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子样本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加成率比较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ｉｎｔｅｎ Ｋ＿ｉｎｔｅｎ Ｔ＿ｉｎｔｅｎ ＳＯＥ ＰＤＦ ＦＩＥ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６∗∗

（２ ７１） （２ ７２） （２ ３２） （１ ３２） （３ ３２） （２ ２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Ｅ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８ ７７８ ２８４ ２９８ ３１５ ９２０ １２８ ９９６ ５２９ ８１８ ２７０ １８２

Ｒ２ ０ ０８７ ０ ０９２ ０ １０２ ０ １１６ ０ １２４ ０ １３９

（四） 出口企业加成率回归结果

表 ３ 汇报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因素的回归结果， 其中前 ４ 列汇报了工业企
业—海关匹配数据全样本结果， 第 （５） 列汇报了纯出口企业的结果。 第（１）—
（３）列汇报了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根据前 ３ 列结果可知， ｔｆｐ＿ｌｐ、 ｐｇｎｉ、 ｒｅｒ 和 ｑｕａｌｉｔｙ
系数均显著为正， ＦＥＴ 系数显著为负， 这初步说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与其生产

率、 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 实际汇率和出口产品质量正相关， 与出口成本负相关， 这

初步检验了本文理论部分命题 ３—６ 的正确性， 这些变量共同决定了出口企业的加成

率水平。 但是相关文献指出垄断势力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 通过产品创新， 工
艺创新企业可能提升生产率水平和产品质量 （Ｃｈ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３６］， 即基准模型可
能存在 “反向因果” 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 以

ｔｆｐ＿ｌｐ和 ｑｕａｌｉｔｙ 的滞后阶作为工具变量处理上述内生性问题。 第 （４） 列汇报了系统

ＧＭＭ 回归结果， 从相关变量系数来看仍符合预期， 其中， ｔｆｐ＿ｌｐ、 ｐｇｎｉ 和 ｒｅｒ 的正向

弹性分别为 ０ ２６２５、 ０ １５２３ 和 ０ ００４６， ｑｕａｌｉｔｙ 和 ＦＥＴ 每提升 １０％， 分别会引致企业

加成率增加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８５ 个标准差） 和降低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２６３ 个标准差）， 这充分

表 ３　 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基准模型）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ＦＥ ＦＥ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ｔｆｐ＿ｌｐ 　 　 ０ ２７９９∗∗∗ 　 　 ０ ２８０６∗∗∗ 　 　 ０ ２８０２∗∗∗ 　 　 ０ ２６２５∗∗∗ 　 　 ０ ３１９５
（５９ ０８） （５９ ４７） （５９ ４６） （２ ５８） （１ １１）

ｐｇｎｉ ０ １０２２∗∗∗ ０ １０１８∗∗ ０ １０１６∗∗ ０ １５２３∗∗ ０ １４１９
（２ ８８） （２ ５７） （２ ５７） （２ ２５） （０ ９６）

ｒｅｒ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４８∗∗∗

（２ ７４） （２ ０８） （２ ０７） （２ ８０） （２ ９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１０２
（２ ７６） （２ ８３） （２ ８２） （２ １０） （１ ０２）

ＦＥＴ
－０ ０６８７∗∗∗ －０ ０６８７∗∗∗ －０ ０６５３∗∗∗ －０ ０５２７∗∗∗ －０ ０４２８∗∗

（－３ ２０） （－３ １３） （－２ ９７） （－２ ６１） （－１ ９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Ｅ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９０ ２０６ ２９０ ２０６ ２９０ ２０６ ２９０ ２０６ ５１ ９６３

Ｒ２ ０ ３５１ ０ ３５３ ０ ３５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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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了本文主要命题的正确性。 数据显示，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差距随

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及不同的子样本而表现出扩大的趋势， 潜在的可能性是不同出

口强度企业的加成率决定具有异质性， 因此第 （５） 列汇报了纯出口企业加成率决

定情况。 结果表明， 理论模型刻画的决定因素仅 ｒｅｒ 和 ＦＥＴ 显著， 其他关键变量均

不显著， 这说明纯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未显著受到生产率、 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和

产品质量的影响。 理论模型表明出口企业生产率水平较高， 一般同时从事内销和出

口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但是中国存在相当比例的纯出口企业， 从贸易方式来看这部

分企业大多数采用加工贸易出口 （Ｄ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加工贸易事实上是发达经济

体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行为， 通过 “俘获” 中国企业实现要素成本优势， 中国

企业以这种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获利能力相对较弱， 表现出生产率、 出口目的地

人均收入和出口产品质量对该类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 以下会进一步探究加工

贸易的影响。
（五）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４ 中， 总体来看， 本文的关键变量均符合

理论预期。 第 （１）、 （２） 列汇报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结果， 根据第 （２） 列可知，
ｐｇｎｉ 的正向弹性值为 ０ ０５６８， 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这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目的

地的收入效应较小， 在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加工贸易比重较高， 缺乏根据不同出

口目的地消费者收入弹性制定价格的能力。 资本密集型行业参数估计结果显示，
ｐｇｎｉ 和 ｑｕａｌｉｔｙ 显著超过全样本均值， 这说明我国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和

目的地定价权较强。 技术密集型行业中， ｐｇｎｉ 系数显著大于平均效应值， 说明该类出

口企业具备一定的目的地定价权， 但是第 （６） 列显示， ｑｕａｌｉｔｙ 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较

弱， 且低于平均效应， 这说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并无明显的竞争优势。

表 ４　 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分要素密集度）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ｉｎｔｅｎ Ｌ＿ｉｎｔｅｎ Ｋ＿ｉｎｔｅｎ Ｋ＿ｉｎｔｅｎ Ｔ＿ｉｎｔｅｎ Ｔ＿ｉｎｔｅｎ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ｔｆｐ＿ｌｐ 　 　 　 ０ ２８１３∗∗∗　 　 　 ０ ３３８５∗∗∗　 　 　 ０ ２６５３∗∗∗　 　 　 ０ ２５９１∗∗　 　 　 ０ ２７９２∗∗∗　 　 　 ０ １８０９∗∗∗

（１７ ３９） （２ ６９） （１３ ８１） （２ ３５） （１３ １４） （２ ６６）

ｐｇｎｉ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５６８∗ ０ １５１５∗∗ ０ ２３１０∗∗ ０ １２０４∗∗ ０ ２１１８∗∗

（１ ８５） （１ ７２） （２ ２８） （２ ２３） （２ ３３） （２ １９）

ｒｅ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６７∗∗∗

（２ ５５） （２ ６６） （２ ４３） （２ ０８） （２ ０４） （２ ９５）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１６７∗∗ ０ ０１２５∗

（２ ３０） （２ ４０） （２ ３８） （２ ２７） （２ １５） （１ ７４）

ＦＥＴ
－０ ０３１２∗∗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４２８∗∗∗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８２１∗∗ －０ ０６５２∗∗

（－２ １２） （－１ ９９） （－３ ２１） （－１ ９２） （－２ ３８） （－１ ９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３１ ０６６ １３１ ０６６ ８８ ５０２ ８８ ５０２ ７０ ６３８ ７０ ６３８

Ｒ２ ０ ３５５ ０ ３８０ ０ ３４６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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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同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

表 ５ 汇报了不同贸易方式下的回归结果。 本文将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 （ｇｅｎ⁃
ｅｒａｌ）、 进料加工 （ｐｉ） 和来料加工 （ ｐａ）①， 前 ２ 列基于式 （１０）， 后 ３ 列基于式

（１１）。 第 （１）、 （２） 列的结果显示， ３ 种贸易方式下出口企业加成率均低于非出

口企业， 这与全样本出口企业结果一致， 从负向效应值来看： 一般贸易＜进料加工

贸易＜来料加工贸易， 反映出这 ３ 类贸易方式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Ｄ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由于加工贸易方式基本属于 “两头在外”， 并没有实际参与出口目的地市

场竞争， 差别定价权较弱， 其中进料加工贸易由于控制原料来源， 相比于来料加工

贸易具有中间品选择权， 因而市场势力相对较强。 第 （３） 列的结果显示， 一般贸

易下出口企业目的地收入弹性和质量效应显著为正且大于平均效应， 自选择效应显

著。 第 （４）、 （５） 列结果显示， 加工贸易企业的 ｔｆｐ＿ｌｐ 系数不显著， 表明不存在

明显的自选择效应。 ｐｇｎｉ 系数表明进料加工中自选择效应不显著， 而来料加工系数

为负 （显著性较弱）， 这说明加工贸易方式下发达经济体将该类企业嵌入其全球价

值链中， 通过廉价要素资源提升成本优势， 相应的中方出口企业并无出口定价权，
甚至出现 “优质低价” 现象， 表现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 系数显著为负。

表 ５　 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分贸易方式）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全样本 全样本 一般贸易 进料加工 来料加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３２∗∗

（－１５ ６３） （－２ ４２）

ｐｉ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１５７∗∗

（－５ ４９） （－２ ２０）

ｐａ
－０ ０２８３∗∗∗ －０ ０２９１∗∗

（－３ ２０） （－２ ５１）

ｔｆｐ＿ｌｐ 　 　 ０ ３４１２∗∗∗ 　 　 ０ ０４５９ 　 　 ０ １２８７
（２ ６７） （０ ４２） （１ ０１）

ｐｇｎｉ ０ １８８６∗∗ －０ ２８２７ －０ ００６１∗

（１ ９６） （－１ ２７） （－１ ７６）

ｒｅｒ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２８∗∗∗

（２ ３９） （２ ４３） （２ ８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９７∗∗ －０ ３９５０∗ －０ ５０１８∗

（２ ３２） （－１ ７４） （－１ ７６）

ＦＥＴ
－０ ０５２９∗∗∗ －０ ０８７２∗∗ －０ ０３１２∗

（－２ ８８） （－１ ９８） （－１ ８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８４５ ４１０ ２ ８４５ ４１０ １２４ ７６１ ８８ １３８ ７７ ３０７

Ｒ２ ０ ０２８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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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 一部分企业同时从事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 为避免该类样本对计量结

果造成偏误， 故本文仅采用当年只从事单一贸易方式的企业样本。



五、 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引入间接可加性效用函数， 运用理论模型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出口企

业加成率除了受到生产率影响外， 还与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 出口产品质量和实际

直接汇率正相关， 与出口市场的冰山贸易成本负相关， “低加成率陷阱” 仅在 ＭＯ
模型框架下成立。 在此基础上， 运用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对上述理

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计量结果表明： 第一， 全样本回归中出口企业总体上呈现

“低加成率陷阱”， 但是，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工业企业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

出口企业已经跨越了 “低加成率陷阱”， 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已显著高于非出口

企业； 第二， 对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生产率、 出口国人

均 ＧＤＰ、 双边实际直接汇率和出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正向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 而

出口平均关税率存在明显负向作用， 对纯出口企业的回归结果证实， 上述企业加成

率除与双边实际直接汇率正相关外， 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第三， 分要素密

集度的回归结果证实， 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出口目的地收入效应较小， 而资本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一效应超过全样本， 这表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具出口市

场定价权； 第四， 分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贸易方式下出口企业 “低加

成率陷阱” 的问题仍然成立， 负向效应的相对强弱排序为： 来料加工＞进料加工＞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两头在外” 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其缺乏出口定价权， 是造成

“加成率陷阱” 的主要方式； 第五， 对三种贸易方式影响因素的检验发现加工贸易

中生产率不显著， 进料加工中出口国人均收入不显著， 而出口产品质量呈负向显

著， 即加工贸易出口中存在 “优质低价” 问题， 这是本文的重要发现之一， 充分

显示了加工贸易是造成出口企业 “低加成率陷阱” 的主要因素。
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 一是提升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 以出口产品质量作为贸

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推动建立更高产品质量标准， 通过建立更高的质量标准

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 有利于提升出口竞争力； 二是着力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转

型升级， 推动该类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加工贸易出口是造成 “低加成

率陷阱” 的主要原因， 推动加工贸易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主要依靠创新， 通

过二次创新、 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提升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水平， 推动企业转

型， 提升贸易获利水平； 三是着力支持企业向发达经济体出口， 推动贸易强国和

制造业转型升级相结合， 在均衡发展同各国贸易合作的同时， 应注重提升产品质

量和当地偏好匹配度， 从发达经济体获取更高的出口加成率， 通过实施 “自贸

区” 战略和 “一带一路” 倡议， 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四是稳定开放宏

观经济体系， 推动出口企业稳中求进， 汇率也是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重要因素，
人民币短期内较快升值可能对出口企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

率形成机制， 动态调整出口国的组成及份额， 稳定短期汇率预期， 维持出口企业加

成率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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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３， ８０ （２）： ７１１－７４４
［３２］ ＣＨＵ Ａ Ｃ， ＣＯＺＺＩ Ｇ， ＧＡＬＬＩ Ｓ Ｄｏ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ｏｒ Ｓｔｉｆ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５６ （４）： ７２７－７４６
［３３］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Ｊ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５

（３）： １－２１
［３４］ ＤＵ Ｊ， ＬＵ Ｙ， ＴＡＯ Ｚ ， ｅｔ ａｌ Ｄ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２３ （２）： ２９６－３１５
［３５］ 朱希伟， 金祥荣， 罗德明  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５ （１２）： ６８－７６
［３６］ 黄先海， 诸竹君， 宋学印  中国中间品进口企业 “低加成率之谜”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６ （７）： ２３－３５

（责任编辑　 王　 瀛）

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Ｌｏｗ Ｍａｒｋｕｐ Ｔｒａｐ”？
ＺＨＵ Ｚｈｕｊｕｎ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ｎｈ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ｍａｒｋｕｐ ｔｒａｐ”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ｍａｒｋｕｐ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ｍａｒｋｕｐ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 Ｔ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ｅｌｉｔｚ ａｎｄ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ＭＯ）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ｍａｒｋｕｐ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ｏｎ⁃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ａｒｋｕｐ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ｏｎ⁃ｅｘ⁃
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ｍａｒｋｕｐ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ａｒｉｆｆ ｒａｔｅ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ｃｒｏ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ｗ ｍａｒｋｕｐ ｔｒａｐ”，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Ｌｏｗ Ｍａｒｋｕｐ Ｔｒ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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