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补贴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了么

———基于生产分割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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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匹配了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中国工业企业年数据与 ＷＩＯＤ 数据库， 用多

种方法测算了衡量生产分割程度的生产阶段数， 探讨了政府生产补贴对全球价值链

分工程度提升的内在机制效应。 研究结果发现： （１） 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分割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且生产补贴与全球生产分割及国内生产分割具有显著的

“Ｕ” 型关系， 而与国际生产分割为倒 “Ｕ” 型关系。 （２） 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分

割的影响通过企业 “生产率效应” “产品创新” 以及 “交易成本” 发生作用， 企

业获得生产补贴后， 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显著地提升了国际生产阶段数， 而降低了

全球生产阶段数和国内生产阶段数； 生产补贴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产业分工深

化、 产业链的延长， 国际和国内外包呈现互补效应； 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分割的促

进作用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 交易成本的上升抑制了产品生产链条延长， 降低了

产业的分工程度。 （３） 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显示， 政府生产补贴与企业 “生产率

效应” “产品创新” 以及 “交易成本” 存在部分性质的中介效应， 且生产补贴与全

要素生产率及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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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 催生了国际市场分割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全球采购、 外包、 公司内贸易等新型的生产和贸易模

式， 生产过程日益分散化、 碎片化， 促使不同产业在各国之间分工不断延伸和细

化， 逐步塑造着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新体系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１９９９） ［１］。 而生产分割成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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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 企业生产由集权、 垂直一体化及单一

地点转向地理分散， 实现产品研发、 制造、 营销等环节在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完成，
实现生产过程的 “功能分离” 与 “空间分离” （Ｒｏｍｅｒ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２］， 这种生

产全球化、 生产分割和分工细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３］；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１［４］；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６］；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７］； 倪红福等， ２０１６［８］； 刘维刚等， ２０１７［９］ ）。 尤其是，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０１）、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 以及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３） ［１０］ 将一国出口增加值分解为

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 其中的国外部分测度了一国垂直专业化水平或全球价值

链嵌入程度， 这种分解反映了一国国际贸易过程中真实的贸易利得， 被广泛应用于

国际生产分工问题的研究。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与社会面临转型， 政府生产补贴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

重要政策工具之一， 通过资源再分配， 以调节微观经济行为。 企业获得政府的生产

性补贴可以弥补市场失灵、 提升出口竞争力以及获得规模经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ａｎｄ Ｃｌｅｍ⁃
ｅｎｔｓ， １９９９） ［１１］。 统计数据显示， 在规模以上非上市企业中，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约

１２ １％的企业获得了政府补贴， 年均增长率达 ２８ ３５％ （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５） ［１２］。
另一方面， 随着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 生产结构日益复杂化， 大多数国家参与全球

生产分割的程度在不断提升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
我国企业通过进口上游产品、 制造和出口相对下游产品也拓展了全球生产分割的生

产阶段数。 倪红福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表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中国全球生产阶段数整体

上升了 １３ １０％、 中国整体国内生产阶段数上升了 １０ ３４％、 中国整体国际生产阶

段数上升了 ３６ ５０％。 由此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政府生产补贴是否有助于生产分

工的进一步细化、 生产链条的不断向外延伸？ 即政府生产补贴是否提升了生产分

割？ 生产补贴强度是否越高越好？ 以及何种机制影响生产分割？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

结构转型、 稳增长等挑战， 回答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政府生产补贴与生产分割内在机制的文献非常少， 更多的学者集中于生产

分割的研究。 一是关于生产分割的测算方法， 从产品的国内外价值构成角度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和贸易增加视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测算 “国际生产分割程度”， 主要基于国际贸易利得分析。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倪红福等 （２０１６） 测算了反映经济或产业结构复杂程度的生产阶

段数指标并分析行业生产分工。 生产分割测度的是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 而判

断一国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环节尤为重要。 进一步地，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２）、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 ［１３］研究了生产流程的有序性如何塑造最终产品生产商与他们的中

间产品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 以及如何设计最优契约关系配置价值链上的控制权

力达到最优社会的总体福利， 并将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生产分割测算方法扩展到了开放

经济条件下， 构建了反映特定行业在 ＧＶＣ 所处的位置的 “上游度” 指标， 发现美

国和欧洲各行业的上游度差异很大。 二是分析生产分割对生产率、 就业、 收入分配

等的影响 （ Ｅｇ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１４］；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５［１５］； 刘维刚等，
２０１７）。 三是研究影响参与生产分割的因素。 近些年， 随着贸易自由化政策、 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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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进步， 降低了关税、 运输等交易成本， 大大加速了生产的空间分离， 使得全

球范围内配置不同的生产工序变得可行。 不仅如此， 企业创新强度的增加促使企

业倾向进行高增加值的研发活动， 把具体加工和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 使得

生产和交易的中间环节增多， 生产链条延长， 生产结构更加复杂。 政府补贴作为

实施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 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 促进企业研

发、 出口及规模化生产等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避免 “低端

锁定”， 而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分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

问题。
本文可能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是拓展了政府生产补贴影响微观企业活动

导致生产分割的研究视角。 二是加深了政府生产补贴对企业参与全球分工影响机制

的认识。

一、 理论机制

（一） 全球分工视角下政府生产补贴的企业 “生产率效应”
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是企业在生产分割中实现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方

式， 促进了由 “速度效益型” 向 “质量效益型” 的经济转型。 政府补贴对企业质

量提升具有支持和引导作用， 若在投入、 生产、 销售及运营过程中实施生产性补

贴， 能够直接降低资金成本，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固定资本折旧、 加大劳动力投

入， 改变要素投入结构， 从而增加企业营业利润， 提升企业的效益 （Ｂｅｒｎｉｎｉ ａｎｄ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２０１１［１６］； Ｃｅｒｑｕａ ａｎｄ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２０１４［１７］ ）； 若对非生产性环节进行补

贴， 则会抵消企业生产税、 增加企业利润， 这对工业的增加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同时， 政府补贴激励企业扩大投资规模， 利用规模经济提升生产率水平， 增加了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ａｎｄ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１９９９）， 从而促使企业承接高技术的产品

生产， 企业间联系更加紧密， 价值链的分工更加细化， 拉长了产品生产链条， 提升

了产业生产结构的复杂程度。
从外部因素来看，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 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会产生一些负面效

应， 如政府为了稳定就业目标可能会给予较低生产率甚至亏损的企业较多的补贴。 从

内部因素来看， 政府补贴强度较大时可能会导致技术低效率。 政府补贴作为企业利润

总额的一部分， 降低了企业倒闭的风险， 而这类企业缺乏改善经营管理和提升生产率

的动力， 相反面临倒闭的风险的企业将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以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企业

生产率。 另外， 当补贴收入很高时， 企业可能会更多地进行 “寻补贴” 投资， 而非

将资源用于提升生产率 （Ｇｗａｒｔｎｅｙ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１８］。
随着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细化和专业化， 企业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促使企业之间的

联系越来越紧密， 产业结构越来越复杂， 生产和交易的中间环节越多， 从而产品的

生产阶段数变大， 产品的生产链条拉长， 生产分工细化。 根据 Ｒｏｍｅｒｏ 等 （２００９）
的理论， 当生产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 企业生产过程会触发 “功能分离”。 当

政府补贴适宜时， 将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产业间的关联程度增强， 产业链条不

断延长； 而当政府补贴较高时， 可能会因 “寻补贴” 抑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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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产业间关联程度降低， 减低了生产结构的复杂度。 从而本文得出以下假设：
假说 １： 政府生产补贴能否延长生产分割长度与补贴力度有关， 适宜的补贴可

以促进产品生产分工细化而高额的政府补贴可能会抑制生产链条的向外延伸， 即政

府生产补贴与生产分割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假说 ２： 政府生产补贴通过企业 “生产率效应” 影响生产分割， 且政府补贴与

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倒 “Ｕ” 型关系。
（二） 全球分工视角下政府生产补贴的企业 “创新效应”
通常情况下， 生产性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活动需要购买先进的设备以及配套的

专业技术人员，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企业创新活动是一项长期的

投资， 而且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Ｈａｌｌ， ２００２） ［１９］ ， 在短期内很难获得较大的

回报。 小企业因其自身规模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 很难承受前期大量的创新

投资， 而对大中型企业而言， 也需要根据企业创新活动的成本与收益评估后再做

出是否进行产品创新的决策。 政府补贴作为企业利润的一部分， 企业可用于生产

再投资以扩大规模， 也可以为创新提供资金。 尤其是针对企业新产品开发或者研

发的专项补贴， 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投入成本和不确定风险， 激发了更多的企业

参与创新活动。 内源融资是企业创新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 政府补贴可以缓解企

业融资约束， 促进企业创新 （ Ｃｚａｒｎｉｔｚｋｉ ａｎｄ Ｈｏｔｔｅｎｒｏｔｔ， ２０１１［２０］；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２１］）。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的定价权和支配权， 容易

滋生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寻租行为 （任曙明和张静， ２０１３） ［２２］， 当政府补贴强度很高

时， 企业进行 “寻补贴” 的动机就越强 （邵敏和包群， ２０１２） ［２３］。 为了获得高额

的补贴， 将会进行 “寻补贴” 投资， 而这部分支出可能会挤出企业自身研发投入，
是阻碍创新的行为 （Ｗａｌｌｓｔｅｎ， ２０００［２４］； Ｋａｉｓｅｒ， ２００６［２５］ ）。 另一方面， 当企业获

得高额的补贴时， 这将极大地抑制企业通过研发投入改善生产效率获得利润的研发

动力。 从企业生产来看， 一个企业研发强度越高， 企业越可能倾向于进行高附加值

的研发活动， 而把加工、 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 如苹果、 耐克公司把加工制造

环节转移到中国、 越南等国家， 只保留产品研发设计环节， 从而生产阶段数越大，
进而生产分割越长。 从而本文得出以下假设：

假说 ３： 政府生产补贴通过企业 “创新效应” 与生产分割产生作用。
（三） 全球分工视角下政府生产补贴的企业 “交易成本” 效应

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另一支理论是交易成本理论。 该理论认为， 当交易成本较

大时， 企业会自己生产中间投入品； 而当交易成本较小时， 企业的内部组织生产成本

高于市场交易成本， 则会购买其他企业中间投入品。 因此， 企业生产分工地位取决于

内部的组织生产成本与外部的市场交易成本孰大孰小。 换言之， 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

成本越小， 则生产分工越细化、 生产结构越复杂化， 生产分割越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

引起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政府生产补贴作为扩大企业经营规模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
在提升企业比较优势、 激励扩大生产等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 解释政府生产补贴促进

价值链分工最为典型的就是交易成本理论。 Ｂｅｒｎａｒｄ 和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 ［２６］考察美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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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企业进入出口企业的因素， 发现政府补贴可以弥补企业进入国外市场而收集市

场信息产生的各类固定成本或沉没成本， 从而激励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Ｌｏｐｅｓ 等

（２００８） ［２７］拓展了 Ｂｅｒｎａｒｄ 和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 的经典思路， 指出由于国际市场中存

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问题， 企业在寻找及确认潜在的贸易伙伴， 并对其资信、 商

誉、 经营能力等进行评估的环节都要支付高额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补贴可以

弥补出口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及潜在风险， 降低出口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从而促进

企业的出口活动。 政府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进口中间品价格的上涨， 降低出口

企业的贸易成本， 因此国际垂直生产分割长度越长， 企业获得的贸易利益越多。
Ｒｏｍｅｒｏ 等 （２００９） 认为贸易政策自由化、 运输、 信息技术等交易成本的下降将会促

使生产 “空间分离”， 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进行生产空间布局。 从而本文得出以下的

假说：
假说 ４： 政府生产补贴通过企业 “交易成本” 对生产分割产生作用。

二、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的设定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研究目标， 我们将基础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ｐｓｌｍｉｔ ＝ α０ ＋ α１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ｔ ＋ α２ ｔｆｐｉｔ ＋ θＺ ＋ η∑ ｉｎｄｕｓｉｔ ＋ ｙｅａｒｉ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 ｔ 分别指企业所属行业与年份。 ｐｓｌｍｉｔ 表示 ｔ 时期企业所属的二位数 ｉ 行
业的 ｍ 类生产阶段数， 其中 ｍ ∈ ｛全球， 国内， 国际｝ 。 本文采用了三种方法对

Ｓｕｂｓｉｄｙ 进行了去规模化处理： ①采用行业的政府补贴收入与行业工业总产值的

比值； ②采用行业的政府补贴收入与价格平减后的行业固定资产合计比值； ③采

用行业的政府补贴收入与价格平减后的行业资产总计的比值， 具体是按照企业和年度

加总到行业层面再取比值得到。 ｔｆｐｉｔ 表示在 ｔ 时期 ｉ 行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①， 具

体为核算每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计算出 ２９ 个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
本文加入以下的控制变量。 ①行业平均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 采用 （二分位） 行

业企业平均销售额的对数来衡量。 一般认为， 企业的规模越大， 在规模经济、 生产

技术或者外部融资方面越有优势， 经济复杂度越高， 企业所属行业的生产阶段数越

大， 生产分割越长。 ②行业平均企业经营年限 （ Ａｇｅ ）： 采用企业注册成立年份与

样本年份的时间间隔， 按照行业取平均所得。 ③行业资本密集度 （ ＫＬ ）： 采用行

业价格平减后固定资产净值与行业从业人员比值的对数来衡量。 资本密集型的企业

倾向于依赖企业总部的高投资， 倾向于外包部门业务。 也就是行业资本密集度越

高， 生产阶段数越大。 ④高技术劳动力强度 （ Ｓｋｉｌｌ ）， 采用行业科技活动人员占

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衡量， 通常而言技术能力强的行业的外包业务较少， 因此行

业生产阶段数较少， 生产分割长度较短。 ⑤行业市场竞争程度 （ ＨＨＩ ）， 本文采用

７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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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芬达尔指数以企业的销售额为基础计算不同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 该指标与市场

竞争程度成反比， 其接近于 １ 时趋向于完全垄断市场， 市场竞争程度较弱， 预计估

计系数为负。 ⑥行业平均出口倾向 （ Ｅｘｐ ）， 从一国层面上看， 企业更多地参与国

际分工， 可能会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形式实现加工、 生产环节的全球化， 企业出口份

额越高， 国际生产阶段数越长， 但是这可能会抑制国内生产阶段数， 本文利用

（二分位） 行业平均的企业出口交货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测算。 另外， 本文还加入

了企业所属行业、 年份等虚拟变量， 控制未观测到的固定效应因素。
（二）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链长度与位置测算

１ 封闭条件下的生产分割长度的定义

ＧＶＣ 生产阶段数指数， 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长度。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各个行业生产阶段数， 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生

产分割长度。 具体公式为： Ｎｉ ＝ １ ＋ ∑ ｊ
ａｉｊＮ ｊ 。 其中， Ｎｉ 为生产 ｉ 产品的平均生产阶

段数， 度量有多少生产环节顺序进入了 ｉ 产品的生产过程， 其值是参与 ｉ 产品生产

的序列的企业加权的和。 ａ ｊｉ 表示生产一单位 ｉ 产品需要直接消耗 ａ ｊｉ 单位的 ｊ 产品，
其计算依赖于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 ［ ａ ｊｉ ］ ）。 若生产产品 ｉ 不需要

任何的中间投入产品， 则产品 ｉ 的生产阶段数 Ｎｉ 等于 １； 若产品 ｉ 的生产需要中间

投入产品， 生产阶段数 Ｎｉ 则取决于中间产品的投入数量以及相应中间产品自身的

生产阶段数。 将公式表示为矩阵的形式为：
Ｎ ＝ （ Ｉ － Ａ） －１Ｉ （２）

Ｎ 表示 ｎ × １ 的各个行业的生产阶段数矩阵， Ｉ 表示 ｎ × １ 的单位矩阵， Ａ 表示 ａ ｊｉ

的 ｎ × ｎ 矩阵， 而 （ Ｉ － Ａ） －１ 为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逆矩阵。 这种方法主要是基于单个国家投入

产出框架， 而研究国际生产分割则需要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测度。
２ 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下生产分割的定义

国内学者倪红福等 （２０１６） 基于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的框架， 对全球投入产出模型

下生产分割进行了定义。 ｎ 国 ｉ 行业的生产阶段数 Ｎｎ
ｉ

①为：

Ｎｎ
ｉ ＝ １ ＋ ∑

ｍ， ｊ
ａｍｎ
ｊｉ Ｎｍ

ｊ （３）

Ｎ 个国家 Ｍ 个部门的生产分割长度为： ＮＴ ＝ ＵＴ ＋ ＮＴＡ ＝ ＵＴ Ｉ － Ａ( ) － １ ＝ ＵＴＢ 。
其中， ｎ， ｍ ∈ １， ２…Ｎ{ } 表示不同的国家， Ｔ 是一个转置符号， Ｉ 表示单位矩阵， Ｂ
＝ Ｉ － Ａ( ) －１ 为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逆矩阵。 从而 ｎ 国家的生产阶段数为：

ＮｎＴ ＝ ｕＴＬｎｎ ＋ ｕＴ ∑
ｍ≠ｎ

ＬｎｎＡｎｍＢｍｎ( ) ＋ ｕＴ∑
ｍ≠ｎ

Ｂｍｎ （４）

Ｎｎ 为 ｎ 国的全球生产阶段数， ｕＴＬｎｎ 表示国内生产阶段数， Ｌｎｎ 表示 ｎ 国的局部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逆矩阵。 从全球贸易视角看， ｕＴＬｎｎ 相当于 ｎ 国不存在中间品贸易， 不从国

外进口中间产品， ｎ 国的最终需求生产带来了本国的产出增加， 这与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封闭条件下生产分割长度的定义一致。 因此， 称 ｕＴＬｎｎ 为 “国内生产阶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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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 ∑
ｍ≠ｎ

ＬｎｎＡｎｍＢｍｎ( ) 或者 ∑
ｍ≠ｎ

ＢｎｍＡｍｎＬｎｎ 表示的是国外产品生产对 ｎ 国中间需求而

引起的 ｎ 国的生产阶段数。 在该部分构成项中， Ｂｎｍ 刻画了 ｎ 国最终产品的增加，
导致 ｍ 国产品产出增加。 从国际投入产出表来看， ｎ 国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进口 ｍ
国产品做为中间投入产品， 同时 ｍ 国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进口 ｎ 国产品做为中间

投入产品。 ＬｎｎＡｎｍＢｍｎ 则为中间产品 出 口 带 来 ｎ 国 的 产 出 的 增 加。 分 解 项

ｕＴ ∑
ｍ≠ｎ

ＬｎｎＡｎｍＢｍｎ( ) 表明国家产品互相作为中间产品投入进行贸易的机制。 该项值越

大， 则表示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越强， 各国之间交易次数越频繁， 生产阶段数就越

大。 ｕＴ∑
ｍ≠ｎ

Ｂｍｎ 表示 ｍ 国生产最终产品导致其他国家产品产出的增加， 也体现了国际

中间品贸易的存在， 因此， 这两部分统称为 “国际生产阶段数”。
（三） 数据来源及重要变量处理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针对样本匹配混乱、 变量大小异常、 变量

定义模糊等问题进行了处理。 第二个数据来源是 ＷＩＯＤ 数据库， 主要包含了 ＯＥＣＤ
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各行业分类数据。 根据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 和倪红福

等 （２０１６） 的测算方法计算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阶段数， 以分析各行业的生产分割。
按照二分类行业确定的 ２９ 个制造业行业， 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合并。 本文同时还使

用了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本文在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８］的基础上对该数据库进行了处理， 包括构建面板、

资本变量处理、 价格指数处理等过程。 处理面板的思路是： 第一阶段匹配连续两年

的企业， 以企业的 “法人代码” 进行匹配， 若企业法人代码匹配不上或者法人代

码重复的， 则使用 “企业名称” 匹配， 若企业名称依然匹配不上或者企业名称重复

的， 则使用企业 “法人代表姓名＋地区 （县） ” 匹配， 依此类推使用 “地区 （县） ＋
行业类别 （四位数行业） ＋电话号码” “开工年份＋地区 （县） ＋行业类别 （四位行

业） ＋主要产品” 基准变量进行匹配得到非平衡面板数据集。 剔除工业总产值、 工业

增加值、 固定资产合计、 中间投入小于 ０ 以及劳动力 （从业人数） 缺失或者小于

等于 ８ 人的观测样本。 本文以 １９９８ 年为基期， 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用工业产

品分行业出厂价格指数平减表示， 中间投入用分地区的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购进价

格指数进行价格平减表示。 价格指数核算数据来自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城市 （镇） 生活

与价格年鉴》。 资本存量的核算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企业投资， 用固定资本净值衡

量资本， 折旧率参考和采用了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的 ９％①。 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还对工业企业样本数据按照在第 ５ 和第 ９５ 百分位进行 Ｗｉｎｓｏｒ 处理。

三、 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政府生产补贴对中国制造业生产分割的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下的二位行业中全部的制造业行业样本， 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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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府生产补贴作为 “看得见的手” 对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全球生产分割、 国内生

产分割及国际生产分割的影响。 本文首先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ｍ 检验， 结果显著拒绝随机

效应模型， 故表 １ 只汇报了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 同时采用稳健性估计消除面板数

据的异方差问题。 为了避免由于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了行业政府

补贴收入占行业工业总产值比、 行业政府补贴收入占行业固定资产总值比重或行业

政府补贴占行业总资产比衡量政府生产补贴情况。

表 １　 生产补贴对中国制造业生产分割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

变量

全球生产分割长度 国内生产分割长度 国际生产分割长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Ｓｕｂｓｉｄｙ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ｔｆ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Ｓｉｚｅ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ＫＬ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Ｓｋｉｌｌ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６∗∗∗ －０ ２１７∗∗∗ －０ ２１５∗∗∗ －０ ２１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Ａｇｅ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ＨＨＩ
－８ ３０９∗∗∗ －８ ２５４∗∗∗ －８ ３０７∗∗∗ －１ ５７７∗∗∗ －１ ６２０∗∗∗ －１ ７０９∗∗∗ －３ ０６５∗∗∗ －２ ９５４∗∗∗ －２ ９９２∗∗∗

（０ ３９０） （０ ３８０） （０ ３８２） （０ ３４４） （０ ３３８） （０ ３３７） （０ ３８４） （０ ３８２） （０ ３８１）

Ｅｘ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常数项
３ ４１５∗∗∗ ３ ４１０∗∗∗ ３ ４２１∗∗∗ ３ ０００∗∗∗ ２ ９７８∗∗∗ ２ ９８９∗∗∗ ０ ４４０∗∗∗ ０ ４３７∗∗∗ ０ ４４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６）

Ｎ ５６ ８９４ ５６ ４１１ ５６ ７４５ ４８ ２０７ ４７ ８４５ ４８ １０９ １２ ５６８ １２ ４４５ １２ ５６１

Ｒ２ ０ ２８２ ０ ２７９ ０ ２８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９ ０ ２３４ ０ ２３６ ０ ２３８

Ｆ １ ８４９ ９９４ １ ８３７ １４６ １ ８６０ ８６４ ２４６ ４７４ ２１９ ４８４ ２２１ ８４７ １５７ ４４４ １５５ ７８８ １５９ ０７９

注： 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１ 中 （１） 列— （３） 列汇报了在控制一系列相关影响因素的条件下， 政府

生产补贴对全球生产分割长度的影响， 三种方法测算的生产补贴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正。 政府生产补贴每增加 １％， 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全球生产分割长度就分别增加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和 ０ ０１１％， 即生产补贴作为体现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 “看
得见的手”， 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生产分割长度。 全球生产分割细分为

国内生产分割与国际生产分割， 第 （４） — （６） 列与第 （７） — （９） 列分别汇报

了政府生产补贴对其生产分割的影响。 结果显示， 以上三种形式的生产补贴代理变

量对国际生产分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值， 这表明生产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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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同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国内生产分割长度与国际生产

分割长度产生较大差异的影响。 整理后数据显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间， 出口企业中

有 ４０ ８％的企业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 而非出口企业中只有 ２６ ９％的企业

获得政府补贴。 这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１， 也就是政府生产性补贴促进了企业参

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或长度。
然后， 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都确定后， 判断一个企业处于全球

价值链的哪一个环节对于分析企业分工地位尤为重要。 为此， 根据 Ｆａｌｌｙ 等

（２０１２） 核算方法测算了全球价值链的最终需求距离指数， 分析政府生产补贴是否

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分工。 从表 ２ 的估计结果看， 行业政府补贴收入占行业固定资产

总值比重或行业政府补贴占行业总资产比作为代理变量时， 政府生产性补贴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虽然采用行业政府补贴收入占行业工业总产值比的估

计结果不显著， 但是其数值为正值。 可以得出， 政府生产补贴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

链攀升， 也就是随着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程度的增加， 促进了生产链条的延长， 企业

会选择生产分割的方式参与生产分工， 而且促使企业从事生产原材料或研发设计等

无形环节， 更多地专业化于价值链的上游部分， 即政府生产补贴提升了全球价值链

分工。

表 ２　 生产补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价值链攀升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最终需求距离： 上游度指数

（１） （２） （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５６ ８９４ ５６ ４１１ ５６ ７４５

Ｒ２ ０ ３６５ ０ ３６１ ０ ３５９

Ｆ ９９３ ０４６ ９５７ ４８５ ９７０ １１３

注： 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限于篇幅， 表中没有报告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二） 政府生产补贴对企业行为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我们进一步探究政府生产补贴是如何通过生产率效应、 创新效应及交易成本效

应的传导机制， 对全球生产分割、 国内生产分割及国际生产分割产生影响。 我们将

检验传导机制的计量模型方程具体设定如下：

ｐｓｌｍｉｔ ＝ α０ ＋ α１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ｔ ＋ α２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ｉｔ ＋ α３∑Ｘ ｉｔ ＋ α４∑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ｔ × Ｘ ｉｔ

　 ＋ θＺ ＋ η∑ｙｅａｒｉｔ ＋ εｉ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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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Ｘ ＝ ｔｆｐｉｔ， Ｉｎｎｏｉｔ， Ｃｏｓｔｉｔ{ } 。 考虑到生产补贴的影响未必是线性的， 在计

量方程 （５） 中纳入了政府生产补贴的平方项 （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ｉｔ ）， 以检验对生产分割可

能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为了验证政府补贴可能会通过三种机制对全球生产阶段数、
国内生产阶段数及国际生产阶段数产生的影响， 则又将行业企业生产率 （ ｔｆｐｉｔ ）、
产品创新 （ Ｉｎｎｏｉｔ ）、 交易成本 （ Ｃｏｓｔｉｔ ） 与政府补贴的不同代理变量的交互项放

入计量回归方程 （５） 中。 产品创新的代理变量则用行业新产品产值与行业工业总

产值的比值测度。 显然， 该比值越大， 说明企业越偏向通过创新实现企业发展。 客

观来看， 处于经济转型背景下，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不断攀升， 政

府对企业的补贴以及异质性企业的生产效率、 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为本文

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 交易成本用行业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行业销售收入的

比重核算， 产品生产要实现空间分离一般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 因为需要运输、
管理、 质量控制等服务来协调产品的空间转移。

表 ３ 报告了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阶段数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一系列的检验证

实了政府补贴增加、 企业生产率提升以及企业创新行为都会促进生产和交易的中间

环节的增加， 生产结构越来越复杂化， 产业链条越来越长， 表现为生产阶段数的增

加， 而交易成本的上升会降低生产分割。① 在控制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后， 政府生

产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均为正， 而两者交互项在全球生产阶段数以及国内生

产阶段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在国际生产阶段数的回归系数为正。 即政府补贴通

过提升企业生产率提升了国际生产阶段数， 而降低了全球生产阶段数和国内生产阶

段数， 全球、 国内的生产结构复杂度降低， 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工出现替代效应， 生

产链条向国外转移。 在全球生产阶段数与国内生产阶段数的估计结果中， 政府生产

补贴与产品创新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 而国际生产阶段数的系数显著为负， 从企

业层面看， 政府补贴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可能倾向集中于高增加的研发

活动， 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 而把具体的加工和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的企业， 产

业分工深化、 产业链延长， 国际和国内外包呈现替代效应， 生产链向国内转移。
政府补贴与交易成本的交互项， 全球生产阶段数、 国内生产阶段数以及国际生产

阶段数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 这表明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分割的促进作用会受到

交易成本的影响， 随着交易成本的上升抑制了产品生产链条的延长， 产业的分工

程度降低。
最后， 从政府生产补贴的二次项看， 全球生产阶段数与国内生产阶段数的系数

为 “Ｕ” 型关系， 而国际生产阶段数的系数显著为负值， 表明政府补贴与国际生产

阶段数之间呈现倒 “Ｕ” 型关系。 也就是说当政府对企业补贴规模较小时， 对国内

生产阶段数与国际生产阶段数为促进作用， 政府补贴促进了国际外包活动， 拉长了

国际生产分割长度， 同时深化了国内产业分工， 产业链条延长； 而政府补贴规模过

大时， 则会对国际生产分割长度产生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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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生产补贴通过企业生产率效应、 创新效应及交易成本影响生产阶段数的检验结果

被解释

变量

全球生产阶段数 国内生产阶段数 国际生产阶段数

Ｓｕｂｓｉｄｙ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１４３∗ ０ ０６７∗∗∗ ０ １１０∗ ０ ２３２∗∗ ０ ０８７∗∗∗ ０ １７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９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０ １６８∗∗∗ ０ ０２０∗∗∗ ０ １２０∗∗∗ ０ ２００∗∗∗ ０ ０２５∗∗∗ ０ １６４∗∗∗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６）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ｆｐ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６７∗∗∗ －０ １１３∗∗∗ －０ ０４３∗∗∗ －０ １０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７）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Ｉｎｎｏ
４ ７２８∗∗∗ ２ ３１９∗∗∗ ６ ３９０∗∗∗ ５ ０５６∗∗∗ ２ ５９８∗∗∗ ７ ３００∗∗∗ －０ ７５２∗ －０ ２２４∗ －０ ７３３∗∗

（０ ４８４） （０ １３６） （０ ４１０） （０ ７１４） （０ １９４） （０ ６０５） （０ ４３８） （０ １１５） （０ ３５９）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Ｃｏｓｔ

－０ ７９９∗∗∗ －０ ４７７∗∗∗ －０ ８７０∗∗∗ －０ ６４６∗ －０ ４９０∗∗∗ －０ ７５４∗∗ －０ ２５０ －０ １０４ －０ ４３３∗

（０ ２３７） （０ ０９０） （０ ２５２） （０ ３４０） （０ １２０） （０ ３３８） （０ ２３１） （０ ０８２） （０ ２３５）

ｔｆ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Ｉｎｎｏ
３ ２５２∗∗∗ ２ ７７５∗∗∗ ２ ８８５∗∗∗ ３ ７７４∗∗∗ ３ ２０６∗∗∗ ３ ３０２∗∗∗ －０ ５７６∗∗∗ －０ ５６９∗∗∗ －０ ５７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５）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Ｃｏｓｔ
－０ ５５８∗∗∗ －０ ４６１∗∗∗ －０ ５６１∗∗∗ －０ ７２５∗∗∗ －０ ５７７∗∗∗ －０ ７０１∗∗∗ －０ １４７∗∗∗ －０ １５８∗∗∗ －０ １５４∗∗∗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４８ ５３２ ４８ ２７８ ４８ ４９９ ３８ ５９１ ３８ ４２３ ３８ ５４０ １１ ３５８ １１ ２８８ １１ ３９２

Ｒ２ ０ １４１ ０ １３９ ０ １４０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３９ ０ １４２ ０ １４９

Ｆ ４８１ １６５ ４７９ ８５３ ４７４ １９１ ３０６ １６１ ２９８ ６５７ ２９９ ６２０ ７５ ３００ ７６ ９００ ８２ ４０９

注： 同上。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降低内生性， 我们在表 ４ （１） 列 — （６） 列中将政府补贴变量的滞后二

期作为 ＩＶ 变量以缓解模型的联立性偏误， （７） 列则将被解释变量选为生产上游

度①作为全球分工的代理变量。 具体来看， （１） 列和 （２） 列的结果显示政府生产

补贴对全球生产分割的系数显著为正， 生产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补贴与交易成

本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值， 生产补贴与企业产品创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值，
同样在 （３） 列和 （４） 列结果也显著通过检验。 这说明了政府生产补贴促进了全球

生产分割与国内生产分割延长， 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和交易成本的上升抑制了这种

促进作用， 而企业产品创新行为则会起促进作用。 从 （５） 列和 （６） 列看， 政府补

贴的二次项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 当政府补贴程度较低时， 政府补贴这只

“看得见的手” 对国际生产阶段数为促进效应； 当政府补贴超过一定程度后， 政府补

贴对国际生产阶段数为抑制效应， 从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趋势。 综合而

言， 随着政府生产补贴的加大， 生产分割不断提升， 全球生产分工不断深化、 产业

链条延长， 当超过一定强度后， 降低了国际生产分割， 产业链有向国内转移的趋

势。 这与表 ２ 的结果是一致的， 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所得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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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生产分割： ２ＳＬＳ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ｐｐｓｌ ｐｐｓｌ ｐｄｐｓｌ ｐｄｐｓｌ ｐｆｐｓｌ ｐｆｐｓｌ ｓｙｄ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６７８∗ 　 ５ ５４４∗∗ 　 ０ ７３８∗ 　 １２ ６２７∗∗∗ 　 ０ ５５５∗∗∗ 　 １ ７４７∗∗∗ 　 　 ０ ９８７∗∗∗

（０ ３８５） （２ ７５８） （０ ４４０） （３ ８４７） （０ １５０） （０ ６３２） （０ ３０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０ ６３１∗∗∗ －０ ４３６∗∗∗ －１ １０９∗∗∗

（０ １７０） （０ １４５） （０ ３４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ｔｆｐ
－１ ５６８∗∗ －３ ５７６∗∗∗ －０ ４０４∗∗∗

（０ ７７４） （１ ０８３） （０ １５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ｎｎｏ ４ ８６２∗∗∗ ９ ８９５∗∗∗ －０ ５５３∗∗

（１ ３７９） （１ ５６８） （０ ２５９）

Ｓｕｂｓｉｄｙ∗Ｃｏｓｔ
－６ １５０∗ －１３ ５１２∗∗∗ －１ ７５２∗∗∗

（３ １５６） （４ １４８） （０ ５１９）

ｔｆｐ ０ ０６９∗∗∗ ０ ２３８∗∗∗ ０ ０６０∗∗∗ ０ ３４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８０） （０ ００７） （０ １１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３）

Ｉｎｎｏ ２ １３１∗∗∗ ２ １４６∗∗∗ ２ １３６∗∗∗ ４ ３４５∗∗∗ －０ ３４５∗∗∗ －０ ３０９∗∗∗ －０ ３０３∗∗∗

（０ １４６） （０ １３１） （０ １８８） （０ １８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５８）

Ｃｏｓｔ
－０ ３０５∗∗∗ ０ ４３９ －０ ３０６∗∗∗ ０ ４４７ －０ １８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２∗

（０ ０７２） （０ ３６２） （０ ０８４） （０ ４８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３１ ７４１ ３０ ７６４ ２４ １７１ ３５ ０６６ ３５ ９７７ ２９ １０９ ３２ ９８８
Ｒ２ ０ ２６３ ０ ２５３ ０ ３３７ －０ ２７２ ０ ２３０ ０ ２８２ ０ ２４２

第一阶段的 Ｆ 值 １ ２８１ ０９４ ９４７ ４１４ １ ３３８ ３３４ ２９８ １９３ １ ４３７ ５７５ １ ０２９ ２９９ １ ２９９ ０９６

注： 同上。

四、 生产补贴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影响机制与分析

本文构建了以下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政府补贴通过 “生产率效应” “产品创

新效应” 以及 “交易成本” 的传导机制影响行业的全球分工程度。 具体如下：

ｐｓｌｍｉｔ ＝ α０ ＋ α１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ｔ ＋ α２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ｉｔ ＋ θ１Ｚ ＋ θ２∑ ｉｎｄｕｓｉｔ ＋ εｉｔ （６）

Ｘ ＝ β０ ＋ β１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ｔ ＋ β２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ｉｔ ＋ η１Ｚ ＋ η２∑ ｉｎｄｕｓｉｔ ＋ εｉｔ （７）

ｐｓｌｍｉｔ ＝ γ０ ＋ γ１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ｔ ＋ γ２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ｉｔ ＋ γ３∑Ｘ ＋ φ１Ｚ ＋ φ２∑ ｉｎｄｕｓｉｔ ＋ εｉｔ （８）

其中， 若 α１ 不显著则表明两者之间没有稳定关系， 中介效应不存在； 若该变

量的系数 α１ 显著为正， 这就意味着政府补贴行为有利于延长行业生产阶段数， 增

加价值链长度， 而政府补贴二次项系数 α２ 显著为负， 则这种促进效应呈现先升后

降的倒 “Ｕ” 型关系， 同时进行第二步的回归。 计量模型 （７） 检验了政府补贴对

中介变量 “生产率效应” “产品创新效应” 以及 “交易成本” 的系数 β１ 是否显著，
若系数显著则表明政府补贴对三者存在影响。 计量模型 （８） 回归系数 γ１ 和 γ３ 显

著， 且系数 γ１ 相比系数 α１ 的数值有所下降， 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若系数 γ３ 显

著， 而系数 γ１ 不显著， 可能说明政府补贴通过该变量体现为完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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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生产补贴影响企业 “生产率效应” 为传导途径

表 ５ 汇报了政府补贴通过 “生产率效应” 这个中介传导机制影响全球分工的

检验结果。 从全球生产阶段数的回归结果看， 模型 １ 中政府补贴的一次项回归系数

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模型 ２ 中政府补贴的一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二

次项回归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模型 ３ 中政府补贴二次项系数通过检

验， 企业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政府生产补贴在

影响生产分工时， 呈现为先升后降的关系， 而这部分通过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之

间存在倒 “Ｕ” 关系这个传导机制产生作用。 从国内生产阶段数的回归结果看， 模

型 ４ 中政府补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模型 ５ 中企业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系

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模型 ６ 中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为正， 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类似地， 模型 ７ 至模型 ９ 的回归

结果呈现了以上同样的分析逻辑， 进一步验证了政府补贴对国际生产阶段数的影响

中企业生产率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 而在模型 ９ 中发现政府补贴通过企业生

产率的中介效应影响国际生产阶段数时， 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 “Ｕ” 趋势， 这与基

准回归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 ５　 生产补贴通过企业 “生产率效应” 影响全球分工的检验结果

全球生产阶段数 国内生产阶段数 国际生产阶段数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被解释变量 ｐｐｓｌ ｔｆｐ ｐｐｓｌ ｐｄｐｓｌ ｔｆｐ ｐｄｐｓｌ ｐｆｐｓｌ ｔｆｐ ｐｆｐｓ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３６∗∗∗ 　 ０ １８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５∗∗∗ 　 ０ １８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７ 　 ０ ２１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５）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０ １５６∗∗∗ ０ ０３８∗ －０ １６８∗∗∗ ０ １１１∗∗∗ －０ １９６∗∗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９）

ｔｆ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０ ６４８ ６１ ３７６ ６１ ３７６ ５５ ６９０ ４８ １７１ ４８ １７１ １５ ４８５ １３ ７７３ １３ ７０１

拟合优度 ０ ０７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５ ０ １３８ ０ ０６６ ０ ２０７

Ｆ ７３７ ７４９ ３４９ ２０３ ４６２ ６７２ ２９２ ３６５ ３１５ ５８４ １８８ １８３ ２２１ ５２７ ７２ ４８１ ２３２ ２６８

注： 同上。

（二） 政府生产补贴影响企业 “产品创新效应” 的传导途径

表 ６ 则汇报了政府补贴通过 “创新效应” 影响全球分工的检验结果。 从全球

生产阶段数的结果看， 模型 １ 中政府补贴的系数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通过；
模型 ２ 为政府生产补贴对中介变量企业创新的影响， 一次项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即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

间存在先升后降的倒 “Ｕ” 关系； 模型 ３ 中企业创新回归系数为 １ ９４４， 政府补贴

回归系数均显著通过。 这验证了政府补贴通过企业 “产品创新效应” 这个中介传

导机制， 对全球生产阶段数产生的作用。 从国内生产阶段数的回归结果看， 模型 ５
中政府补贴与企业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Ｕ” 关系， 模型 ６ 中政府补贴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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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项回归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企业创新变量回归系数在 １％的显著

水平上为 ３ ６５９， 验证了政府补贴对国内生产阶段数的影响也通过企业 “产品创新

效应” 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 从国际生产阶段数的回归结果看， 模型 ７ 至

模型 ９ 同样呈现了以上的分析逻辑， 进一步验证了政府补贴也通过企业 “产品创

新效应” 这个中间传导机制对国际生产阶段数产生影响。 从模型 ２、 模型 ５ 及模型

８ 的结果看出， 无论是在全球生产阶段数、 国内生产阶段数， 还是国际生产阶段数

中， 政府补贴与企业 “产品创新效应” 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倒 “Ｕ” 关系， 这可能

是政府补贴超过一定程度后， 政府补贴可能会挤出企业自身研发投入而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企业的创新行为 （Ｂｕｓｏｍ， ２０００［２９］； Ｗａｌｌｓｔｅｎ， ２０００； Ｋａｉｓｅｒ， ２００６）。

表 ６　 生产补贴通过企业 “产品创新效应” 影响全球分工的检验结果

全球生产阶段数 国内生产阶段数 国际生产阶段数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被解释变量 ｐｐｓｌ Ｉｎｎｏ ｐｐｓｌ ｐｄｐｓｌ Ｉｎｎｏ ｐｄｐｓｌ ｐｆｐｓｌ Ｉｎｎｏ ｐｆｐｓ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９∗∗∗ 　 －０ １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８）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４∗∗∗ ０ １６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２）

Ｉｎｎｏ
１ ９４４∗∗∗ ３ ６５９∗∗∗ －０ １７７∗∗∗

（０ ０５４） （０ ０８５） （０ ０４６）

ｔｆ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６ ４１０ ５３ ９２４ ４７ １３６ ４８ １７１ ４０ ６５２ ４０ ６５２ １２ ３７０ ９ ９８６ ９ ９８６

拟合优度 ０ ３０２ ０ ０３６ ０ ３５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７ ０ １０２ ０ ３２２ ０ ０６４ ０ ３４７

Ｆ ２ ３８５ １４５ １９３ １８２ １ ９１７ ５２４ ２１７ ０３３ １１６ ０６８ ４０９ ５１０ ３６７ １８５ ３３ ８０８ ２３７ ７８０

注： 同上。

（三） 政府生产补贴影响企业 “交易成本” 为传导途径

表 ７ 汇报了政府生产补贴通过企业 “交易成本” 影响生产阶段数的实证结果。
从模型 １、 模型 ４ 和模型 ７ 的结果看， 生产补贴对全球生产阶段数、 国内生产阶段

数以及国际生产阶段数影响的一次项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从模型 ２、
模型 ５ 和模型 ８ 的估计结果看， 政府生产补贴与企业交易成本变量的一次项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即政府生产补贴与企业交易成本

之间存在倒 “Ｕ” 关系； 从模型 ３、 模型 ６ 和模型 ９ 的估计结果看， 企业交易成本

变量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政府生产补贴对全球生产分割的系数显著

为正， 对国内生产分割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而对国际生产阶段数的二次项系数

显著为负， 即政府补贴与国际生产阶段数之间存在倒 “Ｕ” 关系。 这说明了政府生

产补贴促进了国内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 生产结构复杂度增加， 生产分割长度增

加， 而随着补贴强度的进一步增加， 国际生产分割长度受到了抑制， 生产链向国内

转移， 但是生产补贴整体促进了全球生产分工， 也就是全球生产分割的延长。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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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证实了政府生产补贴通过企业 “交易成本” 这个中介传导机制发生作用， 随

着企业交易成本的上升则会抑制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分割的促进作用。

表 ７　 政府生产补贴通过企业 “交易成本” 影响全球分工的检验结果

全球生产阶段数 国内生产阶段数 国际生产阶段数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被解释变量 ｐｐｓｌ Ｃｏｓｔ ｐｐｓｌ ｐｄｐｓｌ Ｃｏｓｔ ｐｄｐｓｌ ｐｆｐｓｌ Ｃｏｓｔ ｐｆｐｓ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
－０ ００５∗∗ ０ １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１０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Ｃｏｓｔ
－０ ５０９∗∗∗ －０ ４１１∗∗∗ －０ ２７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３５）

ｔｆ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６ ４１０ ５２ ２００ ５７ ９０３ ４８ １７１ ４１ ０２５ ４４ ３６９ １２ ３７０ １２ ７２５ １２ ７２５

拟合优度 ０ ３０２ ０ １６６ ０ ２６４ ０ ０３５ ０ １５７ ０ ０３７ ０ ３２３ ０ １１８ ０ ２４３

Ｆ ２ ３８５ １４５ ８９０ １４１ ２ ０２７ ５４１ １８８ １８３ ６９２ ４１５ １５７ ７３７ ３２８ ２８９ １２０ ５２９ ２２４ ６０５

注： 同上。

五、 结论与启示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经济发展方式亟需转型， 而政府补贴作为实

施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 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以及全球价值

链分工深化产生何种影响， 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鉴于此， 本文匹配了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与 ＷＩＯＤ 数据库， 采用多种测算方法衡量生产分割程度的生产阶段数， 探

讨了政府生产补贴对刻画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内在机制。 本文的核心发现如下：
首先， 政府补贴对生产分割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生产阶段数的性质划分看， 政

府生产补贴对国际生产分割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型关系， 而对全球生产分

割和国内生产分割具有显著的 “Ｕ” 型关系。 其次， 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分割的影

响通过企业 “生产率效应” “产品创新” 以及 “交易成本” 机制发生作用， 政府

补贴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地提升了国际生产阶段数， 而降低了全球生产阶段

数和国内生产阶段数， 全球、 国内的生产结构复杂度降低， 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工出

现替代效应， 生产链条向国外转移。 政府补贴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通过积极开

发新产品和新技术， 把具体的加工和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的企业， 产业分工深化、
产业链延长。 政府生产补贴对生产分割的促进作用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 随着交

易成本的上升抑制了产品生产链条的延长， 产业的分工程度降低。 最后， 中介效应

模型的结果显示， 政府生产补贴与企业 “生产率效应” “产品创新” 以及 “交易成

本” 效应存在部分性质的中介效应， 且政府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及产品创新活动

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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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新的解释， 这些经验发现对

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及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攀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具有明显的政策含

义与启示。 （１） 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强度要适宜。 本文的研究发现政府生产补贴与

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产品创新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先升后降的倒

“Ｕ” 型关系， 只有适宜的政府补贴才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激励企业更

多地进行新产品创新活动， 从而促使企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产业结构越来越

复杂， 生产和交易的中间环节越多， 从而产品的生产阶段数变大， 产品的生产链条

拉长。 因此， 设定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强度适宜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而言， 政府在实

施补贴前需要对预补贴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以及发展前景等进行详细的评估， 要结

合企业实际发展的需求提供补贴， 避免源源不断的资源流向 “僵尸企业”。 同时，
应该针对地方产业发展规划， 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政府补贴， 否则， 不但没有提

升企业竞争力， 反而弱化了企业创新能力， 导致大量的产能过剩、 企业业绩下滑甚

至破产。 （２） 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政府生产补贴促

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密不可分， 因此， 进一步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 地区的研发制度环境不完善是导

致中国制造业企业缺乏创新活力的关键因素， 新技术和频繁的创新活动才是企业竞

争力的核心。 为了完善地区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

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 提高企业的产权保护意识， 合理合法地对企业知识

产权加以保护， 在政府补贴的适度范围内实施产品创新； 二是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加强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违规力度， 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３） 继续坚

持市场化改革， 不断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政府生产补贴在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分工的同时， 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进一步促进中间产品贸易， 拉长产品的生产链条。
因此， 政府应该放松行业进入壁垒， 引入竞争机制， 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资源配

置， 创造良好的市场交易环境， 从而降低企业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获取中间品的成

本， 实现产品生产的 “空间分离”， 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 并在

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生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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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１， １２ （３）： ２５７－２７２

［１５］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５， ７２ （１）： １３５－１５９

［１６］ ＢＥＲＮＩＮＩ Ｃ，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Ｇ Ｈｏｗ ａ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Ｊ］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４１ （３）： ２５３－２６５

［１７］ ＣＥＲＱＵＡ Ａ，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Ｇ Ｄｏ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ｏｏｓｔ Ｆｉｒｍ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０９： １１４－１２６

［１８］ ＧＷＡＲＴＮＥＹ Ｊ Ｄ， ＬＡＷＳＯＮ Ｒ， ＨＯＬＣＯＭＢＥ Ｒ Ｇ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Ｊｏｉ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１９９８

［１９］ ＨＡＬＬ Ｂ Ｈ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２， １８
（１）： ３５－５１

［２０］ ＣＺＡＲＮＩＴＺＫＩ Ｄ， ＨＯＴＴＥＮＲＯＴＴ Ｈ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Ｊ］ ．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３６ （１）： ６５－８３

［２１］ ＢＲＯＷＮ Ｊ Ｒ， ＭＡＲＴＩＮＳＳＯＮ Ｇ，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Ｂ Ｃ Ｄ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Ｄ？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５６ （８）： １５１２－１５２９

［２２］ 任曙明， 张静  补贴、 寻租成本与加成率———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３ （１０）： １１８－１２９

［２３］ 邵敏， 包群  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２
（７）： ７０－８２

［２４］ ＷＡＬＬＳＴＥＮ Ｓ Ｊ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Ｊ］ ． Ｔｈｅ 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０： ８２－１００

［ ２５ ］ ＫＡＩＳＥＲ Ｕ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Ｄ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ｎｍａｒｋ ［ Ｊ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øｋｏｎｏｍｉｓｋ Ｔｉｄｓｓｋｒｉｆｔ， ２００６， １４４ （１）： １－１７

［２６］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Ｂ， ＪＥＮＳＥＮ Ｊ Ｂ Ｗｈｙ Ｓｏｍｅ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８６
（２）： ５６１－５６９

［２７］ ＬＯＰＥＳ Ｊ Ｃ， ＤＩＡＳ Ｊ， ＡＭＡＲＡＬ Ｊ Ｆ 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ｍｅ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 ＥｃｏＭｏｄ２００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
ｅｌ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０８．

［２８］ ＢＲＡＮＤＴ 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Ｊ， ＺＨＡＮＧ Ｙ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７ （２）： ３３９－３５１

［２９］ ＢＵＳＯＭ Ｉ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９ （２）： １１１－１４８

（责任编辑　 武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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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ＶＣｓ

—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ＯＮＧ Ｊ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８ ｔｏ
２０１１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ＩＯ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ＧＶＣ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Ｕ⁃ｓｈａ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ｊｏ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ｄｅｅｐ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ｒｉｓ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 ｉ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ｓｕｂ⁃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ＦＰ，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ｅｘｉｓ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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