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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大量微观企业数据和外商引资政策中的 《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 从引资政策精准导向的视角， 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其对制造业产业

升级的政策效应， 有效控制了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
外商引资政策通过 《产业指导目录》 的精准导向， 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且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 外商引

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主要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效

率的提升来实现， 而研发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渠道并未起作用， 且这一政策效应主

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度、 国有企业占比和市场化程度均较低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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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 ４０ 年以来， 虽然中国早已建成了门类齐全、 独立完整的制造业产业

体系， 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明显不够合理， 部分传统行

业产能严重过剩， 而高端制造业却又发展不足， 产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

迫而艰巨。 尤其在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 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更是实现高质量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要求。 作为国家引导

产业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之一， 外商投资产业政策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主要以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的精准导向方式引进和利用外资推

进中国产业升级。
在利用外资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中， 关于外资的文献更多的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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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率 （亓朋等， ２００８［１］； 路江涌， ２００８［２］；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３］ ）、 研发创新

（罗伟和葛顺奇， ２０１５） ［４］、 出口贸易 （冯丹卿等， ２０１３［５］；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５［６］ ）、
市场存活 （包群等， ２０１５） ［７］、 成本加成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６） ［８］ 等微观企业

层面， 考察外资进入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市场竞争效应及技术溢出效应， 在宏观产业

升级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毕竟产业升级主要体现在高端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及产

业间的资源配置方面， 微观企业的市场表现难以准确衡量。 虽然江小涓

（２００２） ［９］、 裴长洪 （２００６） ［１０］、 文东伟等 （２００９） ［１１］ 曾统计分析了利用外资与产

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关关系， 但均未能准确地识别外商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的因果效应， 且忽视了外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的政策效应。
在关于产业政策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中， 已有文献从经济开发区 （李力行

和申广军， ２０１５） ［１２］、 财政政策 （魏福成等， ２０１３） ［１３］、 货币政策 （彭俞超和方

意， ２０１６） ［１４］、 贸易政策 （周茂等， ２０１６） ［１５］和环境规制 （童健等， ２０１６） ［１６］等方

面， 考察了相关产业政策对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 作

为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产业政策之一， 外商引资政策在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的

政策效应方面缺乏系统且严谨的经验证据。 在当前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时代

背景下， 尤其是在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的新管理模式下， 识别外商引资政

策中精准导向措施的政策效应， 对于我国继续采用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等

方式精准引导外资流向和持续优化外资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①。
中国外商引资政策能否产生积极的政策效应， 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主要

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基于 《产业指导目录》 的精准导向措施是否优化了

外商引资结构， 吸引了更多高端技术行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第二， 外资政策引

导下的外资进入是否优化了行业间的资源配置， 促进了研发密集型的高端技术行业

发展。 从外商引资政策来看， 对鼓励类项目的外资企业在税收和工业用地等方面往

往给予明显的优惠政策， 以便吸引更多高技术企业和高端产业的外资进入中国②。
从利用外资效率来看， 高端产业外资进入的技术溢出、 市场竞争和产业关联效应，
如果推进了国内产业间资源再配置和高端产业发展， 将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

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在研究视角方面， 本文基于

外资政策中的 《产业指导目录》， 从引资政策精准导向的视角， 评估了其对制造业

产业升级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 为利用外资与产业升级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

新的经验证据， 也为实施精准导向措施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提供了政策依据； 第二，
在识别策略方面， 本文以 ２００２ 年外资政策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 基于 《产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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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２０１８ 年版） 》 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起正式施行，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２０１７ 年修订） 》 同时废止， 而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继续执行。
虽然 ２００８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的实施， 标志着内外资企业税收政策的统一， 税法规

定的所有优惠政策不再具有内外资企业差异， 但在国家鼓励类的行业外资同内资一样享有相应的税收和用地

等优惠政策。



目录》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的识别框架， 较为准确地评估了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

向措施的实施效果， 有效地控制了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 在研

究结论方面， 本文发现， 外商引资政策通过 《产业指导目录》 的精准导向， 引发

了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 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且这一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度、 国有企业占比和市场化程度

均较低的城市及中西部地区， 说明在目前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的管理模式

下， 继续实施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对于精准引导外资流向和持续优化外资

结构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 政策背景与典型事实

（一） 政策背景

由于外资政策的改革历程基本上同中国整体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阶段相一

致， 本文基于经济发展阶段将我国外资政策的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资试点到明确外商引资政策时期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由此揭开了大规

模利用外资的序幕。 改革开放初期， 利用外资主要出现在经济特区 （深圳、 珠海、
汕头、 厦门） 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内部的政策实验区。 为了更好地吸引外商投资，
国务院在 １９８６ 年颁布了 《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并在 １９９３ 年十四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 再次明确了扩

大外商引资规模、 拓宽引资领域的政策要求， 为后续大规模引进外资提供了政策

依据。
第二阶段是基于产业发展的外商引资政策修订与完善时期 （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年）。

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 使外商投资方向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１９９５ 年， 原

国家计委、 经贸委、 外经贸部首次联合发布了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成为中

国引导外商投资方向、 规范外商投资产业最主要的政策法规。 此后， 随着中国经济

的不断发展， 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 优化外商投资导向， 《产业指导目录》 分别在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被修订与改进，
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了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２０１７ 年

版） 》， 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化。
第三阶段是从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时期 （２０１８ 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更好

地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 经过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的政策试点后， 《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在 ２０１８ 年全面实施， ２０１７ 年 《产业指导目录》 中的鼓励类项

目继续执行， 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大幅度放开市场准入， 创造了更具吸引

力的外商投资环境， 由此标志着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趋势的形成。
（二） 典型事实

在外资政策方面， 我国长期以来主要基于 《产业指导目录》 这种精准导向措

施， 阶段性地引导外商投资方向、 优化外商投资结构， 以更好地利用外资推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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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 从外资市场准入方面来看， 《产业指导目录》 从行业内的产品维度进行

精准的政策界定， 划分为鼓励类、 允许类、 限制类和禁止类， 未注明的行业及产品

属于允许类。 为了对外商引资政策中产品维度的精准导向措施进行评估， 本文借鉴

Ｌｕ 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通过对比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２ 年的 《产业指导目录》， 在产品维

度界定外资政策的调整， 主要分为政策鼓励、 政策不变和政策限制三种类别， 并将

产品维度的政策调整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４ 分位） 进行对接， 最终得到 １３１
个政策鼓励行业， ３２６ 个政策不变行业， １８ 个政策限制行业， ７ 个混合行业。 在此

基础上， 本文对外商引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措施进行了统计描述， 并初步刻画了其

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图 １　 外资精准导向措施的引资效果与产业升级的演变趋势

注： 产业升级指标构建方式参见下文； 处理组城市为政策影响较大的城市， 对照组城市为政策影响较

小的城市。

根据图 １ （ ａ） 的统计事实可知， ２００２ 年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向措施的实

施， 在引导外商投资流向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鼓励类行业的外商引资规模

得到明显提升， 而鼓励类行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 说明外资政策精准导

向措施促进了高端行业的外资进入， 提升了高端技术行业的引资规模①。 根据图 １
（ｂ） 的统计事实可知， 从产业升级状况来看， 在 ２００２ 年政策实施之前， 处理组和

对照组城市的产业升级呈现出平行发展的演变趋势， 在 ２００２ 年政策实施之后， 受

政策影响较大的处理组城市对应的产业升级状况得到明显提升。 由此初步可知， 外

商引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 有力推进了中国制造业产业

升级。

三、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

关于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评估， 本文借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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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技术复杂度来看， 鼓励类行业的技术复杂度均值为 １４ ５５４ 美元， 高于其他无变化行业的技术复杂度

均值 １４ ０４３ 美元。



茂等 （２０１６） 和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７） ［１７］的政策识别框架， 采用双重差分法以 ２００２ 年 《产
业指导目录》 调整作为政策冲击进行政策评估。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ｐｒｏｄｙｃｔ ＝ αｃ ＋ βＴｒｅａｔｃ × ｆｄｉｓｈｏｃｋ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λ ｔ ＋ εｃｔ （１）
其中， ｃ、 ｔ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ｐｒｏｄｙｃｔ 为 ｃ 城市 ｔ 年的产业升级

状况； 核心变量 Ｔｒｅａｔｃ 为 ｃ 城市受到的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影响程度的虚拟

变量； ｆｄｉｓｈｏｃｋｔ 为政策冲击时间， ２００２ 年及之后年份设定为 １， 否则设定为 ０； αｃ 为

城市固定效应， λ 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 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其他控制变量； εｃ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交

互项的系数 β 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若 β ＞ ０， 说明外商引资政策中的

精准导向措施促进了制造业产业升级； 若 β ＜ ０， 说明外商引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

措施抑制了制造业产业升级； 若 β ＝ ０， 则说明政策效应并不明显。
１ 产业升级 （ ｐｒｏｄｙｃｔ ） 的度量

借鉴周茂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 本文利用行业技术复杂度和产出权重构建城市

层面的生产技术复杂度， 据此度量城市的产业升级状况①， 指标构建方式如下：

ｐｒｏｄｙｃｔ ＝ ∑
ｉ

ｏｕｔｐｕｔｉｃｔ
ｏｕｔｐｕｔｃｔ

·ｐｒｏｄｙｉ， １９９７ （２）

其中， 下标 ｉ 表示行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４ 位码）； ｏｕｔｐｕｔｉｃｔ 表示 ｃ 城市 ｔ 年 ｉ
行业的产出规模； ｏｕｔｐｕｔｃｔ 表示 ｃ 城市 ｔ 年的总产出规模； ｐｒｏｄｙｉ， １９９７ 表示 １９９７ 年 ｉ 行
业的技术复杂度， 通过将 ＣＥＰＩＩ 网站提供的产品 （ＨＳ６ 分位） 技术复杂度数据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齐并进行简单平均得到。
２ 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 （ Ｔｒｅａｔｃ ） 的度量

本文以 ２００２ 年 《产业指导目录》 调整作为政策冲击， 借鉴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７） 的研

究思路， 测算了各城市受到的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的实际影响程度 （ ｆｄｉｅｆ⁃
ｆｅｃｔ）， 并据此构造了受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影响的处理组和对照组：

ｆｄｉｅｆｆｅｃｔｃ ＝
ｆｄｉｏｕｔｐｕｔ鼓励类行业

ｃ， ２００７

ｆｄｉｏｕｔｐｕｔｃ， ２００７

－
ｆｄｉｏｕｔｐｕｔ鼓励类行业

ｃ， ２００２

ｆｄｉｏｕｔｐｕｔｃ， ２００２
（３）

从政策含义来看， 在 ２００２ 年政策实施之后， 如果城市内外资企业产出

（ ｆｄｉｏｕｔｐｕｔ ） 中政策鼓励类行业的产出比重增长越高， 则意味着该城市受到的政策

冲击越大。 本文将政策冲击较大 （高于中位数） 的城市划分为处理组 Ｔｒｅａｔｃ ＝ １，
政策冲击较小 （低于中位数） 的城市划分为对照组 Ｔｒｅａｔｃ ＝ ０。

３ 其他控制变量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以下变

量： 基础 设 施 （ Ｒｏａｄｃｔ） 为 人 均 铺 装 道 路 面 积 的 对 数 值； 科 研 人 力 资 本

（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ｃｔ ） 为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对数值； 出口开放程度 （ Ｅｘｐ
ｉｎｔｃｔ ） 为总出口与总产出的比重。 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ｃ 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

问题， 本文借鉴 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２００６） ［１８］、 Ｌ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１９］ 的做法， 将 Ｔｒｅａｔｃ 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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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利用相关数据可以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的产业升级状况， 但却只能对产业升级状况进行统计描述，
难以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因果识别。



策冲击前 （２０００ 年） 的城市特征进行回归分析， 找出了影响 Ｔｒｅａｔｃ 的城市期初特

征， 即城 市 人 均 ＧＤＰ （ Ｐｇｄｐｃ ）、 民 营 企 业 占 比 （ Ｐｅｓｈａｒｅｃ ） 和 增 加 值 率

（ Ｖａｌｕｅｃ ）， 并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了其与 ｆｄｉｓｈｏｃｋｔ 的交互项， 使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ｃ 满足

条件独立分布假定， 确保了估计结果的一致性①。 此外， 为了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

序列相关问题， 本文将标准差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二） 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有四个来源： 一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该数据库涵盖了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 包

括了企业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时间、 企业性质及企业财务信息等； 二是原国家计

委、 经贸委、 外经贸部联合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２ 年

版本）， 其中包含了鼓励、 允许、 限制和禁止外资进入的详细目录清单， 在外商引

资政策中发挥了精准导向作用； 三是 ＣＥＰＩＩ 网站提供的 １９９７ 年 ＨＳ６ 分位产品技术

复杂度， 用以构建城市层面的产业升级指标； 四是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提供的

地级市和直辖市的人口、 土地、 农业生产、 工业生产、 投资、 教育等相关信息。
本文参照已有文献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如下处理： 一是依据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０］的做法， 基于企业的法人代码、 企业名称、 法人名称、 地区代码、 行

业代码、 成立年份、 地址和主要产品名称重新构建面板数据； 二是参考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２１］的做法， 删除缺少总资产、 净固定资产、 销售额和工业总产值的企业，
并删除企业员工少于 ８ 人的观测样本； 三是参考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４） ［２２］的做法， 依

据会计准则删除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 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的观测样本； 四是参

考 Ｈｓｉｅｈ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２３］的做法， 根据企业的控股情况和注册资本， 将国有绝对

控股企业和国有注册资本大于 ５０％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 其他企业则根据注册

类型和注册资本定义所有制类型； 五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失 ２００４ 年的工业总

产值，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４ 年的经济普查数据库进行填补。 另外， 本文还分别对行业分

类代码、 地区行政代码进行了标准化统一。
（三） 双重差分法的识别条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法就外商引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

策效应进行了识别检验。 采用该方法的潜在假设条件是： 如果不存在政策冲击， 处

理组和对照组应在政策冲击前后具有相同的演变趋势。 因为处理组在政策冲击之后

的反事实趋势不可观测， 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必要条件是， 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在政

策冲击之前理应满足平行趋势， 以排除政策冲击前其他政策因素的干扰。 根据图 １
（ｂ） 的统计描述可知， 在产业升级指标方面， 处理组和对照组在 ２００２ 年政策冲击

之前整体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表明本文的模型设定在政策冲击之前并不存在其他影

响因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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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具体过程及回归结果备索。



四、 政策评估的回归结果

根据前文典型事实可知， 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影响较大 （处理组） 城

市的产业升级状况在 ２００２ 年政策冲击之后得到了明显提升， 初步表明外商引资政

策中精准导向措施可能存在积极的政策效应。 本文将采用双重差分法的识别策略，
基于 ２００２ 年 《产业指导目录》 的调整， 实证检验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向措施对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一） 基准回归

根据前文计量模型 （１） 的回归设定， 表 １ 给出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

中， 第 （１） 列只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第 （２） 列加入了城市层面变量，
用以控制城市层面的基础设施、 科研人力资本及出口因素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第

（３） 列进一步加入了期初城市层面变量与 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交互项， 尽可能地控制了影响

变量 Ｔｒｅａｔ 的样本选择问题， 确保估计结果的一致性。 由表 １ 的回归结果可知，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由此初步验证， 外资政策中的精准导向措施

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０ １６９∗∗ ０ １６６∗∗ ０ １８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３）

Ｒｏａｄ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３
（０ ２８１） （０ ３３５）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３
（０ ５８７） （０ ５３２）

Ｅｘｐｉｎｔ
０ ５０２ ０ ３４９

（０ ３２０） （０ ４８９）

Ｐｇｄｐ×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５９

（０ ２８２）

Ｐｅｓｈａｒｅ×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０ ４７８∗∗

（０ ０１９）

Ｖａｌｕｅ×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０ ２１４∗∗∗

（０ ００９）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２ ０３０ ２ ０３０ ２ ０３０
可调整的 Ｒ２ ０ ０９９ ０ １０１ ０ １１１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方差聚类 （城市维度） 调整后对

应的 Ｐ 统计量； 下表同。

（二） 识别假设条件的稳健性检验

尽管双重差分法可以较好地控制回归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但采用双重差分法

进行政策评估， 需要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 为了确保研究方法的适用

性及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将就双重差分法的识别假设条件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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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平行趋势假设

虽然图 １ （ｂ） 的统计事实表明， 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在政策冲击之前满足平

行趋势， 出于稳健性考虑， 本文借鉴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 （２０１０） ［２４］的做法， 采用政策冲击前

样本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 进行回归验证， 回归结果见表 ２ 第 （１） 列①。 研究结果显

示，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相对较小， 从而进一

步验证了本文双重差分法的识别策略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２ 预期效应

根据预期效应假设， 在政策冲击之前不能提前形成预期效应， 以保证政策冲击

的外生性， 否则将会引致有偏估计。 为此， 本文同 Ｌ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的做法一致，
在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中加入 Ｔｒｅａｔ×ｐｒｅｄｉｃｔ 项， ｐｒｅｄｉｃｔ 为 ２００１ 年即政策冲击前一年的

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 ２ 第 （２） 列。 由于 Ｔｒｅａｔ×ｐｒｅｄｉｃｔ 的估计系数并未通过统

计显著性检验且系数较小， 而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

结果一致， 说明本文的政策评估并不存在预期效应干扰。

表 ２　 识别假设条件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平行趋势检验 预期效应检验 其他政策因素检验 地区发展趋势检验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１１ ０ １７９∗∗ ０ １９０∗∗ ０ ２３０∗∗∗

（０ ８４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９）

Ｔｒｅａｔ×ｐｒｅｄｉｃｔ
－０ ０１９
（０ ８０１）

Ｓｏｅｓｈａｒｅ
０ ２３４

（０ ５０６）

Ｉｎｐ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６５
（０ ５２２）

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１８

（０ ６２９）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样本数目 ６０９ ２ ０３０ ２ ０３０ ２ ０３０
可调整的 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２ ０ １４５

３ 其他政策影响因素

受限于数据约束，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２ 年的 《产业指导目录》 调整作为政策冲击，
据此评估外商引资政策中精准导向措施的政策效应。 而在这一时期， 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刚刚加入 ＷＴＯ， 引致进出口关税明显下降， 同时， 国有企业刚刚结束了 “三年

脱困” 时期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 大量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制， 扭转了持续亏损

经营的局面。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借鉴 Ｌ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的做法， 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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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政策冲击之前的样本数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 假设政策冲击发生在 ２０００ 年， 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准回归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城市进出口关税水平 （ Ｉｎｐ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和 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和国有

企业份额 （Ｓｏｅｓｈａｒｅ）， 用以控制该时期贸易冲击和国有企业改革因素可能对本文

回归结果造成的估计偏误。 城市层面的进出口关税根据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７） ［２５］提供的

行业平均关税， 结合行业产出权重加总到城市层面。 根据表 ２ 第 （３） 列的回归结

果可知，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控制了该时期其他政策因素

的干扰作用之后， 本文的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４ 其他遗漏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中国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长期显著存在， 为了控制地区间发展趋势差异可

能引致的样本选择问题，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

的交互项， 目的在于同时控制省份层面固定因素和可变因素造成的干扰。 根据表 ２
第 （４）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的研究

结论具有稳健性。
此外， 考虑到计量模型设定可能会因遗漏重要解释变量而引致估计结果有偏的

问题， 本文借鉴 Ｌｉ 等 （２０１６） ［２６］ 的做法， 在其他控制变量均保持不变的基础上，
随机设定 Ｔｒｅａｔｃ 变量并进行回归检验， 观测回归系数 β＾ 的取值及其分布情况。 理论

上而言， 若模型设定不存在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问题，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估计的回

归系数 β＾ 应该等于零。 图 ２ 统计描述了估计系数 β＾ 值的随机抽样分布 （５００ 次），
与基准回归结果 （０ １８４） 相比， ５００ 次随机抽样的 β＾ 分布均值为 ０ ０００４９， 基本以

零为中心， 且 ４９１ 次均小于 ０ １８４ （占比超过了 ９８％）， 从而间接证明本文的模型

设定并不存在明显的遗漏解释变量问题， 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图 ２　 随机抽样 （５００ 次） 回归结果中 β＾ 的分布

（三） 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 两期双重差分法的再检验

虽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可以更好地利用多期数据变动识别政策影响的平均效

应， 但也可能由于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高估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 为此， 本文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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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等 （２００４） ［２７］ 的做法， 根据政策冲击时间将样本划分为冲击前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年） 和冲击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 两个时间段， 相关变量分别取两个时期内的

均值， 采用两期双重差分法进行识别验证。 根据表 ３ 第 （１）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 说明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问题后，
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表 ３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０ １８６∗∗ 　 　 ０ ２１７∗∗ 　 　 ０ １８４∗∗ 　 　 ０ １８５∗∗ 　 　 ０ ２１３∗∗ 　 　 ０ ２９０∗∗∗　 　 ０ ２３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０）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
变量×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４０６ ２ ０３０ ２ ０３０ ２ ０３０ １ ６２４ ２ ０１０ １ ６２４
可调整的 Ｒ２ ０ ２０３ ０ １００ ０ ０８６ ０ １１６ ０ ０７３ ０ １２６ ０ １４０

２ 基于 ３ 分位行业计算城市产业升级

由于行业划分标准不同会影响行业内的企业样本数量， 进而影响对各行业的产

出权重和技术复杂度的度量。 因此， 本文基于 ３ 分位行业的产出权重重新计算了技

术复杂度指标并再次进行检验。 根据表 ３ 第 （ ２）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Ｔｒｅａｔ ×
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 进而从行业划分标准方面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
３ 基于工业增加值计算城市产业升级

前文主要采用行业总产出作为权重计算产业升级状况， 但这可能存在总量和附

加值差异问题 （周茂等， ２０１６）。 因此， 本文以工业增加值为权重重新计算了技术

复杂度指标并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 ３ 第 （３） 列。 由于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 说明行业权重方面的测算标准并不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４ 删除销售额 ５００ 万元以下的企业样本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口径是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 ５００ 万元以上

的非国有企业， 数据统计口径引致的企业样本选择问题可能会影响行业产出权重，
进而影响对产业升级状况的度量。 为了检验数据统计口径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将年销售额 ５００ 万元以下的企业样本予以删除， 重新计算技术复杂度指标并进

行回归分析， 估计结果见表 ３ 第 （４） 列， Ｔｒｅａｔ× 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

正， 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５ 删除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的观测样本

根据图 １ （ｂ） 的统计事实可知， 在整个样本期间内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处理

组和对照组城市的技术复杂度在 １９９９ 年之前存在明显的发展趋势差异， 可能存在

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 出于稳健性考虑， 本文将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的观测样本予以

删除， 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 根据表 ３ 第 （５）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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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６ 控制 ２００４ 年外商引资政策调整影响的再检验

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期间内， 外商引资政策在 ２００４ 年也进行了调整。 为了控

制 ２００４ 年 《产业指导目录》 调整的影响， 本文剔除了样本中受到 ２００４ 年外商引资

政策调整影响的行业， 再次对结论予以验证， 估计结果见表 ３ 第 （６） 列。 可以看

到，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表明 ２００４ 年外商引资政策的微调并未

影响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７ 基于滞后效应的检验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给出了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的平均效应， 同时包含了政策当期

影响效果和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 为了检验 ２００２ 年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的

滞后效应， 本文剔除了当期及后一期年份即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保留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的样本进行实证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 ３ 第 （７） 列。 此外， 本文还重

复上述步骤， 进一步剔除了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的样本， 检验政策调整

多年之后的效应， 均发现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确实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①。

五、 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与异质性

上述研究表明， 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 促进了中

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根据产业升级指标的构建方式可知， 产业升级表现为行业间的

资源再配置， 即生产要素由低端技术行业转向高端技术行业。 由于企业是生产经营

活动的微观主体，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也就表现为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 通

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 要素生产效率将不断提升， 这也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机

制。 相较于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 研发创新更是推进制造业产业升

级、 增强高端技术行业市场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 为此， 本文主要从企业间资源再

配置、 要素配置效率和研发创新三个方面， 考察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

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的发展差异， 本文还从城

市间资本结构、 国有企业产出占比、 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东西部发展差距等方面， 考

察了政策调整对产业升级的异质性作用。
（一） 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１ 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的影响机制

本文借鉴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Ｐｏｌａｎｅｃ （２０１５） ［２８］ 的分解方法， 测算了持续存在企业和进

入退出企业对城市层面技术复杂度的贡献水平。 具体的分解方法如下：
Φ１ ＝ＳＳ１ΦＳ１＋ＳＸ１ΦＸ１ ＝ΦＳ１＋ＳＸ１ （ΦＸ１－ΦＳ１） （４）
Φ２ ＝ＳＳ２ΦＳ２＋ＳＥ２ΦＥ２ ＝ΦＳ２＋ＳＥ２ （ΦＥ２－ΦＳ２） （５）

其中， Φｓｔ ＝ φ— ｔ ＋ ∑ ｉ
（ ｓｉｔ － ｓ—ｔ）（φｉｔ － φ— ｔ） ＝ φ— ｔ ＋ ｃｏｖ（ ｓｉｔ， φｉ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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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回归结果备索。



　 　 ΔΦ ＝ Φ２ － Φ１ ＝ ΦＳ２ － ΦＳ１( ) ＋ ＳＥ２ ΦＥ２ － ΦＳ２( ) ＋ ＳＸ１ ΦＳ１ － ΦＸ１( )

　 　 　 　 ＝ Δφ—Ｓ
＋ ΔＣＯＶＳ ＋ ＳＥ２ ΦＥ２ － ΦＳ２( ) ＋ ＳＸ１ ΦＳ１ － ΦＸ１( ) （７）

根据上述分解公式可知， 等式 （４） 表示期初城市技术复杂度主要由持续存在

企业和退出企业构成； 等式 （５） 表示期末城市技术复杂度主要由持续存在企业和

新进入企业构成； 等式 （６） 表示持续存在企业的技术复杂度由企业内的技术水平

和企业间的市场份额配置构成。 在上述分解等式的基础上推导出等式 （７）， 即城

市产业升级主要分解为四个部分： 持续存在企业内技术水平的变化 （ Δφ—Ｓ ）、 持续

存在企业间市场份额的再配置 （ ΔＣＯＶｓ ）、 新企业的进入 （ ＳＥ２ ΦＥ２ － ΦＳ２( ) ） 和

旧企业的退出 （ ＳＸ１ ΦＳ１ － ΦＸ１( ) ）。 然后， 本文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外商引资政策精

准导向措施促进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表 ４ 的回归结果显示，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仅在持续存在企业间的市场份

额再配置方面显著为正， 说明外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

在持续存在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 进入退出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并不起作用。 换句

话说， 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主要通过引导持续存在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方式

推进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表 ４　 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的影响机制

变量
持续存在企业内 持续存在企业间 新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８ ７３５ ９３ ８５６∗∗∗ ２ ０２７ －１３ ６２２

（０ ２９９） （０ ００６） （０ ９３５） （０ ５９６）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１ ８２７ １ ８２７ １ ８２７ １ ８２７
可决系数 Ｒ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２ 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

如果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提高了要素生产效率， 则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将会进

一步强化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的产业升级效应， 为此， 本文进一步从要素资

源配置效率的视角进行考察。 借鉴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 ［２９］、 聂辉华和贾瑞雪

（２０１１） ［３０］、 蒋为 （２０１６） ［３１］的做法， 采用行业内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ｄｉｓｐ）、 资本生

产率 （ｋｐｒｏｄｄｉｓｐ） 和劳动生产率 （ ｌｐｒｏｄｄｉｓｐ） 分布的标准差， 结合行业产出权重测

算出城市层面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对应指标的分散程度越低， 则资源配置效率越

高①。 根据表 ５ 的回归结果可知，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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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要素生产率采用 ＯＰ 方法测算得到， 资本生产率采用工业增加值与实际资本存量的比值表示， 劳动

生产率采用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 考虑到行业间差异， 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

率的行业标准差均以除行业均值的方式进行标准化， 然后以行业产出作为权重加总到城市层面。



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降低了企业间生产效率的分散程度， 改善了要素资源配置效

率， 进而再次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验证了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业产

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表 ５　 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

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分布 资本生产率分布 劳动生产率分布

（１） （２） （３）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０ ９８５∗ －４ ９７４∗ －４ ８９３∗

（０ ０７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４）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２ ０３０ ２ ０３０ ２ ０３０
可调整的 Ｒ２ ０ ２７０ ０ ３１０ ０ ３１８

３ 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

由研发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是高端技术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也是依靠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本文借鉴罗伟和葛顺奇 （２０１５）、 吴超
鹏和唐菂 （２０１６） ［３２］的做法， 从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占比、 新产品产出和新产品产
出占比四个方面， 进一步考察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在研发

创新方面的影响机制， 回归结果见表 ６①。 可以发现， 不管是在研发支出还是新产

品产出方面，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说明外商引资政

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在研发创新方面并不起作用， 这可能与 ２００２ 年我

国外资政策调整的目的是发挥外资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实现国内要素资源优化配

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与国内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相配合有关， 如何打通外商引资政

策在研发创新方面的作用渠道是未来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

表 ６　 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

变量
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占比 新产品产出 新产品产出占比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７７５） （０ ３８５） （０ ９２７） （０ ７５９）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１ ４２０ １ ４２１ １ ４２１ １ ４２１
可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５６ ０ ０５３ ０ ９１０ ０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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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研发支出为城市研发支出的对数值， 研发支出占比为城市研发支出占总产出的比值， 新产品产出为城

市新产品产出的对数值， 新产品产出占比为城市新产品产出占总产出的比值。



（二） 异质性检验

１ 资本结构方面的异质性作用

从城市间产业分工来看， 部分城市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而另一部分城市

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比较而言， 虽然资本密集型行业并非全是先进制造

业， 但是先进制造业往往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为了考察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

施的产业升级效应在不同资本结构城市间的差异，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１ 年的工业企业数

据库， 分别将固定资产和就业人数加总至城市维度， 由此测算出城市维度的资本密

集度 （总固定资产 ／总就业人数）， 并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集中生产资本密集

型产品和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市进行检验①。 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７ 第

（１）、 （２） 列，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只在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市样本

中显著为正， 说明外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期初集中

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市。

表 ７　 政策效应的异质性作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０ ０７５ 　 　 ０ ２９９∗∗∗ 　 　 ０ １８２ 　 　 ０ １７８∗∗ 　 　 ０ ０８２ 　 　 ０ ２７７∗ 　 　 ０ ０７３ 　 ０ ２５６∗∗

（０ ５７６） （０ ００８） （０ ２０９） （０ ０４４） （０ ３８８） （０ ０５６） （０ ４８０） （０ ０３９）
城市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期初城市层面变量
×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目 １ ０２０ １ ０１０ １ ０２０ １ ０１０ １ ０６０ ９７０ ８３０ １ ２００
可调整的 Ｒ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４３ ０ ０９２ ０ １５２ ０ １４９ ０ １０１ ０ １７０ ０ ０９８

２ 国有企业占比方面的异质性作用

根据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可知， 制造业产业升级主要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和

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来实现。 从企业间资源配置来看， 中国企业存在明显的所有制

差异， 国有企业在融资借贷、 政府补贴方面往往具有明显的所有制优势， 更易规避

外在的市场竞争机制。 鉴于此，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１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城市维度

的国有企业产出比重， 基于城市国有企业占比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国有企业占比

和低国有企业占比两组， 从城市国有企业占比方面进一步考察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

向措施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异质性作用。 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７ 第 （３）、 （４） 列，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仅在国有企业占比较低城市样本内显著为正， 说明外商引

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占比较低的城市。
３ 市场化程度和东西部地区的异质性作用

考虑到转型时期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本文分别从地区

市场化程度和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视角再次考察了外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措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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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政策冲击前一年 （２００１ 年） 作为样本划分标准， 目的在于控制政策冲击对样本划分标准的影响及

由此可能引致的样本选择问题。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异质性作用。 一方面， 根据樊纲等 （２０１１） ［３３］ 提供的 ２００１ 年各

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 （总指数）， 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 ７ 第 （５）、
（６） 列； 另一方面， 根据城市地理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

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 ７ 第 （７）、 （８） 列， Ｔｒｅａｔ×ｆｄｉｓｈｏｃｋ 的估计系数在市场化

程度较低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 说明外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

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大量微观企业数据和外商引资政策中的 《产业指导目录》， 从外

商引资政策精准导向的视角， 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其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效

应及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从政策效应来看， 外商引资政策通过 《产
业指导目录》 的精准导向， 对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且在

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 第二， 从影响机制来看， 外

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和要素配置

效率的提升来实现， 在研发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方面并未起作用； 第三， 从异质性

效应来看， 外商引资政策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度、 国

有企业占比和市场化程度均较低的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 在外商引资方面， 我国对外资的管理方

式已经从 《产业指导目录》 过渡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新型管理模式，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仍然发挥着引导外资流向的精准导向作用， 这对于更好

地利用外资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效率， 进而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仍具有积极的政

策效应； 第二， 随着国内市场化程度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吸引外资的目的已

经从以优化国内要素资源配置和配合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为主， 转向了以利用高质

量外资实现国内高质量发展为主， 如何通过优化外商引资政策的精准导向措施提高

引资质量， 增强国内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和能力， 实现创新驱动型的产业升级模

式， 将是推进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 第三， 考虑到中国区域间巨大

的发展差距， 利用外商引资政策进一步改善各地区的市场竞争环境仍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与此同时， 结合各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 因地制宜地设计外资政策中的精

准导向措施， 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布， 推动各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

展， 是外商引资政策方面亟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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