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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 研究了僵

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僵尸企业显著降低了非僵尸企业

的进口规模。 具体而言，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非僵尸

企业进口规模平均下降 ０ １５％； 此外， 僵尸企业还对非僵尸企业的进口决策、 进

口种类和进口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 僵尸企

业显著提高了非僵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 进而对其进口产生抑制效应， 并且

这一抑制效应在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这也进一步印

证了僵尸企业确实是通过加剧融资约束进而影响非僵尸企业的进口。 最后， 异质性

分析发现， 僵尸企业对纯一般贸易企业和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的进口的抑制效应更

大， 另外僵尸企业对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的抑制效应较大， 而对消费品进口的影响

较弱。 本文研究结论意味着， 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可以缓解非僵尸企业的融资约束、
减少资源错配， 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制造业进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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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自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以来， 对外贸易迅猛发展， 进口总额呈现逐年增

加的态势， 但进口规模和增速始终慢于出口， 造成顺差规模不断扩大， 贸易争

端频发。 为了改善贸易环境，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进口贸易的发展， 实施了一系列促进进口的政策， 扩大进口贸易战略已然成

为中国新的发展战略。 与此同时， 僵尸企业的处置问题也受到了国家高度关

注， 其妥善处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发力点。 本文结合国家去产能、
去杠杆的方略， 通过系统地研究僵尸企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影响效应， 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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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阶段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提供重

要研究支持。
在理论上， 僵尸企业可能会通过扭曲信贷资源配置而提高同一地区和行业的

非僵尸企业的融资约束， 进而对非僵尸企业的进口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 中国直

接融资不发达， 存在着广泛的信贷歧视与信贷配给 （纪洋等， ２０１６） ［１］ ， 而僵尸

企业对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将挤出其他企业的外部融资机会， 僵尸企业对信贷资

源的挤占意味着其他企业能够获得的资源减少， 更多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受到融资

约束的影响 （谭语嫣等， ２０１７） ［２］ 。 此外， 大部分文献研究发现， 信贷约束对企

业进口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Ｄａｒｉｏ Ｆａｕｃｅｇｌｉａ， ２０１５［３］ ； Ｄａｒｉｏ Ｆａｕｃｅｇｌｉａ， ２０１６［４］ ；
李华峰和鹏龙， ２０１４［５］ ； 张夏和施炳展， ２０１６［６］ ）。 为了考察僵尸企业与中国制

造业进口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贸

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发现， 僵尸企业不仅显著降低了非僵尸企业的进口规

模， 而且还对非僵尸企业的进口决策、 进口种类和进口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

效应。 我们也对僵尸企业影响制造业进口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 僵

尸企业显著提高了非僵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 进而对其进口产生抑制效

应；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 僵尸企业的进口抑制效应在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和

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这便印证了僵尸企业确实是通过加剧融资约束进而影响

非僵尸企业的进口。 最后， 我们还从多个维度考察了僵尸企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

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发现僵尸企业对纯一般贸易企业和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的进口

的抑制效应更大， 另外僵尸企业对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的抑制效应较大， 而对消

费品进口的影响较弱。
与既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研究视

角上， 本文首次研究了僵尸企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影响， 丰富了有关僵尸企业经

济效应的研究文献； 第二， 目前有关中国进口的研究文献， 大多数关注进口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 而本文则以企业进口作为研究对象， 有助于理解企业进口的决定因

素， 进而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 第三， 深入检验了僵尸企业影响非僵尸企业进

口的作用机制， 并在企业贸易方式、 进口产品类型、 地区制度环境差异三个维度进

行异质性分析， 有助于理解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 文献综述

（一） 僵尸企业的相关研究

僵尸企业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僵尸企业的识别、 成因与影响因素及其经济效

应三个方面。 关于僵尸企业的识别，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等 （２００８） ［７］从利率入手， 通过定义

企业的潜在最优贷款利率， 将潜在最优贷款利率高于实际贷款利率的企业识别为僵

尸企业 （简称为 ＣＨＫ 方法）。 Ｆｕｋｕｄａ 和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２０１１） ［８］、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和 Ｆｕｋｕｄａ
（２０１３） ［９］提出了 “过度借贷”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ＥＬ） 的方法来识别僵尸企业。
ＥＬ 方法把贷款资质潜力均较差， 但仍能获得贷款的企业识别为僵尸企业。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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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企业的形成往往伴随着政府的影响 （聂辉华等， ２０１６［１０］； 张栋等， ２０１６［１１］ ），
政府由于保障就业、 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压力， 往往会以补贴等方式救助即将破产的

企业， 因而国内学者更为关注企业的实际利润。 例如， 何帆和朱鹤 （２０１６） ［１２］提出

实际利润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Ｐ） 法， ＡＰ 方法强调企业的账面利润不能反映真实的

盈利能力， 因为企业可能通过财政补贴， 退税或其他非经常性收益和损失获得正的

账面利润。 此外，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将僵尸企业表述为 “不符合国家能耗、 环保、 质

量、 安全等标准， 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 满足这些条

件的企业被定义为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的成因和影响因素也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关注， 其中， Ｐｅｅｋ 和

Ｒｏｓｅｎｇｒｅｎ （２００５） ［１３］研究表明， 政府为了短期稳定的目标对就业进行保护， 进而

救助僵尸企业； Ｆｕｋｕｄａ 和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２０１１） 采用日本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
精简雇员以及固定资产的结构调整可以促使僵尸企业复活； Ｈｏｍａｒ 和 Ｗｉｊｎｂｅｒｇｅｎ
（２０１５） ［１４］基于全球金融危机跨国数据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 银行由于资本充

足率的要求， 有动机向坏账企业追加贷款。 在国内， 研究者主要从政企合谋 （聂
辉华等， ２０１６）、 企业的比较优势 （申广军， ２０１６） ［１５］、 政府干预 （何帆和朱鹤，
２０１６）、 外资管制 （蒋灵多等， ２０１８） ［１６］等方面解释了中国僵尸企业的成因。 除此

之外， 还有一部分学者考察了僵尸企业的经济效应。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等 （２００８） 利用日

本企业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僵尸企业会使市场竞争紊乱， 进而对就业、 投资、 生产

率均产生消极影响； Ｋｗｏｎ 等 （２０１５） ［１７］基于日本 １９９０ 年代僵尸企业的研究表明，
由于僵尸企业占据了大量生产资源， 因此它会阻碍高效率企业的成长， 造成资源错

配， 进而损害经济增长潜力。 在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方面， 谭语嫣等 （２０１７） 考

察了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投资的影响， 发现僵尸企业会对非僵尸企业的投资产生

显著的挤出效应， 并且这一挤出效应对私有企业更为明显； 王永钦等 （２０１８） ［１８］研

究了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创新的影响， 发现行业内僵尸企业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专

利申请总数和全要素生产率。
（二） 企业进口的相关研究

关于企业进口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进口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一领域， 包括进

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１９］；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２０］； 张

杰等， ２０１５［２１］； 余淼杰和李晋， ２０１５［２２］ ）、 进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２３］； 田巍和余淼 杰， ２０１３［２４］ ）、 进 口 对 企 业 创 新 的 影 响 （ Ｄａｍｉｊａｎ ａｎｄ
Ｋｏｓｔｅｖｃ， ２０１５［２５］； 张杰， ２０１５［２６］ ）、 进口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Ｈｏｒｎｏ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２７］、 进口对企业产品种类的影响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２８］、 进口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２９］等等。 但是相比之下， 目前研究企业进口

的影响因素的文献相对较少。 例如， Ｌｉ 等 （２０１５） ［３０］ 利用中国从经合组织国家进

口的高度分解数据， 探讨了汇率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发现一旦企业开始进口， 当

国内货 币 升 值 时， 进 口 种 类 和 进 口 价 值 将 显 著 增 加； 余 淼 杰 和 李 乐 融

（２０１６） ［３１］研究贸易自由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间品关税的

下降会显著提高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质量； 逯宇铎等 （２０１５） ［３２］ 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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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 发现进口关税与企业所有制等进口来源国和

企业特征因素会对中国进口贸易持续时间产生显著影响。 Ｉｍｂｒｕｎｏ （２０１８） ［３３］ 探

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产品进口的影响， 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使更多的

中国生产商和贸易中介机构开始进口。
不难发现， 目前学界关于进口的研究文献， 大多数将关注的焦点置于进口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上， 而关于企业进口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显不足。 根据现有文献

来看， 目前还尚未有文献研究僵尸企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进口， 本文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 对僵尸企业对中国制造

业进口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制造业

进口变化的影响因素， 这对今后促进进口贸易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计量模型、 变量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与变量

为检验地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对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

下计量模型：
ＩＭＰ ｆｉｊｔ ＝ α０ ＋ α１ × ＺＢｒａｔｉｏｉｊｔ ＋ θ × Ｘ ｆｉｊｔ ＋ δｆ ＋ φｔ ＋ εｆｉｊｔ （１）

其中， 下标 ｆ 表示企业， ｉ 表示地区， ｊ 表示行业， ｔ 表示年份。 因变量 ＩＭＰ ｆｉｊｔ

为企业进口， 具体采用企业 ｆ 在 ｔ 期进口额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①。 核心解释变量

ＺＢｒａｔｉｏｉｊｔ 表示地区 －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 具体采用 Ｆｕｋｕｄａ 和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２０１１） 提出的过度借贷法对僵尸企业进行识别， 以负债份额为权重②进行计算。
该变量的估计系数 α１ 反映了僵尸企业对本地区同行业内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影响

效应。
控制变量 Ｘ ｆｉｊｔ 为可能影响企业进口的其他因素的集合， 主要包括以下变量：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与田朔和齐丹丹 （２０１９） ［３４］ 的做法类似， 采用企业就业人数

的对数值来衡量； 企业经营年限 （Ａｇｅ）， 使用企业所在年份与其开业年份的差

值来衡量企业经营年限； 资本密集度 （ＫＬｒａｔｉｏ）， 使用固定资产对企业就业人数

的比值取对数衡量； 政府补贴虚拟变量 （ＳｕｂＤｕｍ）， 与李宏和刘玲琦 （２０１９） ［３５］

的做法类似， 如果企业获得政府补贴， 该变量取 １， 否则取 ０； 国有企业虚拟变

量 （Ｓｔａｔｅｄｕｍ） 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Ｆｏｒｄｕｍ）， 如果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是国有

企业 （外资企业）， 则 Ｓｔａｔｅｄｕｍ （Ｆｏｒｄｕｍ） 取 １， 否则取 ０； 进口关税率 （ Ｉｍｐ⁃
ｔａｒｉｆｆ）， 考虑到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底加入 ＷＴＯ， 随后进口关税大幅度下降、 贸易自

由化水平显著提高 （毛其淋， ２０２０） ［３６］ ， 而这有可能会对企业进口产生影响，
本文使用 ４ 位码行业层面进口产品平均关税率衡量进口关税率， 以控制中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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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下文， 本文也会进一步考察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其他进口行为 （如进口决策、 进口种类、 进口质

量等） 的影响。
在下文， 我们也将以资产份额为权重构造地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 （即僵尸企业资产占比） 指

标以及僵尸企业数量占比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ＷＴＯ 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此外， δ ｆ 为企业固定效应， φｔ 为年份固定

效应， ε ｆｉｊｔ 为随机误差项， 回归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 调整。
（二） 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了两套微观数据库： 第一套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 第二套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海关贸易数据库。 本文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７］ 的方

法对不同年份的企业样本进行匹配； 另外， 本文选取制造业进行考察； 与谭语嫣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类似， 本文对不同年份的中国工业行业分类代码进行了调整统一；
本文进一步参照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４） ［３８］、 Ｙｕ （２０１５） ［３９］的做法， 对异常样本进行了

删除。 考虑到贸易中间商与其他制造业企业在进出口动机、 生产行为等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 为了得到准确的研究结论， 本文进一步删除了贸易中间商样本。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为基于所有非僵尸企业样本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 第 （１） 列只控制了

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负， 初步表明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进口扩张具有抑制效应。 为了稳

健起见， 表 １ 第 （２） － （７） 列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本文发现， 核心解

释变量———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大小与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根

本性变化， 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具体而言， 在所有回归中地

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地区－行业

层面僵尸企业占比越高， 非僵尸企业进口规模越小。 从表 １ 第 （７） 列完整的回归

结果可以看到，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可使得非僵尸企业的进口规模平均下降 ０ １５％。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比较符合预期： 规模越大和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 其

进口规模也越大， 这可能与大规模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较多的投入要素有

关； 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的进口规模也较大， 这可能是因为补贴作为企业总利润的

一部分， 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收益对进口产生正向影响； 进口关税率减免能够显著

促进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 这主要是因为关税减免降低了进口成本， 进而促进了企

业进口； 此外， 本文还发现经营年限越大的企业和国有企业具有相对较小的进口

规模。
（二） 稳健性检验

前文研究发现， 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非僵尸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 为了保证这

一结果的可靠性， 接下来本文从多个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 对核心解释变量

和控制变量取一阶滞后进行回归； 第二， 借鉴谭语嫣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通过构

造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估计； 第三， 采用其他方法识别

僵尸企业； 第四， 选取销售收入在 ２０００ 万以上的企业样本进行估计以及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的样本进行回归； 第五， 进一步控制控制 “地区年份” 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 固定效应； 第六， 在地区－行业层面计算聚类标准误。 通过上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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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①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地区－行业层面

僵尸企业占比

企业规模

企业经营年限

资本密集度

政府补贴

虚拟变量

国有企业

虚拟变量

外资企业

虚拟变量

进口关税率

常数项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数

Ｒ２

－０ １９４３∗∗∗ －０ １６７７∗∗∗ －０ １６５８∗∗∗ －０ １６７６∗∗∗ －０ １６９６∗∗∗ －０ １６８８∗∗∗ －０ １５３２∗∗∗

（－４ ０２） （－３ ４９） （－３ ４６） （－３ ５２） （－３ ５６） （－３ ５５） （－３ ２０）
０ ３１８５∗∗∗ ０ ３１９１∗∗∗ ０ ５０３５∗∗∗ ０ ５０１７∗∗∗ ０ ５０２０∗∗∗ ０ ５０４９∗∗∗

（３６ ２５） （３６ ３０） （４８ ０９） （４７ ９１） （４７ ９５） （４７ ８７）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６３∗∗∗

（－３ ４９） （－２ ９７） （－２ ９８） （－２ ８３） （－２ ８６）
０ ２２９８∗∗∗ ０ ２２９４∗∗∗ ０ ２２９２∗∗∗ ０ ２２５６∗∗∗

（３２ ９５） （３２ ８９） （３２ ８７） （３２ １５）
０ ０６０６∗∗∗ ０ ０６０５∗∗∗ ０ ０６０９∗∗∗

（５ ６１） （５ ６０） （５ ５７）
－０ ３６６８∗∗∗ －０ ３６１９∗∗∗

（－２ ９１） （－２ ８４）
０ ０５５４ ０ ０５２１

（１ ４９） （１ ３９）
－０ ００３９∗∗∗

（－２ ８１）
１２ ９２２１∗∗∗ １１ ２７９２∗∗∗ １１ ２８９５∗∗∗ ９ ４４０１∗∗∗ ９ ４４５８∗∗∗ ９ ４１０４∗∗∗ ９ ４８０１∗∗∗

（３９７ ０７） （２０５ ３２） （２０５ ５３） （１１８ ５７） （１１８ ６７） （１１２ ２９） （１０６ ４９）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３９６ ５４８ ３９４ ９５２ ３９４ ９５２ ３９４ ０７６ ３９４ ０７６ ３９４ ０７６ ３８７ ９７８
０ ８４１ ０ ８４３ ０ ８４３ ０ ８４５ ０ ８４５ ０ ８４５ ０ ８４５

注： 括号内数值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

（三） 企业进口的其他维度

以上部分主要从进口规模的角度考察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影响。 在这

一部分， 本文从更多的角度研究僵尸企业与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关系。 首先， 本文构

造企业进口虚拟变量 （ ＩＭＰＤｕｍｆｔ ）， 如果企业 ｆ 在第 ｔ 期的进口额大于 ０， 则

ＩＭＰＤｕｍｆｔ 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表 ２ 第 （１） 列报告了以企业进口虚拟变量

（ ＩＭＰＤｕｍｆｔ ）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本文发现， 地区－行业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负， 表明僵尸企业显著降低了非僵尸企业的进口概率。
另外， 僵尸企业是否会影响非僵尸企业的进口产品种类？ 为了对此进行考察，

本文采用企业层面 ＨＳ８ 位码进口产品种类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企业进口种类

（ ＩＭＰＶａｒｆｔ ）。 从表 ２ 第 （２） 列可以看到，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

数为负并且通过了 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 僵尸

企业显著降低了非僵尸企业的进口产品种类。 具体而言，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

比例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将导致企业进口产品种类数下降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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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进口质量的影响。 在这里，
本文 借 鉴 施 炳 展 和 曾 祥 菲 （ ２０１５ ） ［４０］ 的 方 法 构 造 企 业 进 口 质 量 指 标

（ ＩＭＰＱｕａｌｆｔ ）①。 表 ２ 第 （３） 列报告了以企业进口质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不

难发现，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僵尸企业也显著

降低了非僵尸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

表 ２　 僵尸企业对进口决策、 进口种类和进口质量的影响

变量
进口决策 进口种类 进口质量

（１） （２） （３）

地区－行业层面

僵尸企业占比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０９４∗

（－８ ４５） （－２ １５） （－１ 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２ ８４０ ８９３ ３８７ ９７８ ３８３ ８８９

Ｒ２ ０ ７７０ ０ ８７６ ０ ６４２

注： 括号内数值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

四、 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影响渠道

企业进口受到资金投入的制约， 而僵尸企业可能会通过扭曲信贷资源配置而挤

占非僵尸企业的信贷资源， 提高同一地区和行业的非僵尸企业的融资约束， 进而对

非僵尸企业的进口产生影响。 为考察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对非僵尸企业进

口影响的传导机制， 本部分从如下三个维度进行检验。
（一） 企业融资约束

为了稳健起见，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度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首先， 借鉴孙灵

燕和李荣林 （２０１２） ［４１］、 王雅琦和卢冰 （２０１８） ［４２］的做法， 采用企业利息支出与总

资产的比值 （ＦＣ１） 对其进行衡量， 如果该比值越大， 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

小， 反之则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大； 此外， 我们借鉴潘越等

（２０１３） ［４３］、 杨畅和庞瑞芝 （２０１７） ［４４］的做法， 从债务融资能力的角度刻画企业面

临的信贷约束程度， 采用企业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 （ＦＣ２） 来衡量企业信贷约束，
如果该比值越大， 说明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越小。

接下来， 本文以企业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僵尸企

业占比是否通过融资约束影响非僵尸企业进口。 表 ３ 第 （１） 列考察了僵尸企业

占比对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影响 （对应于表 １ 第 （７） 列）， 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非僵尸企业的进口。 表 ３ 第 （２） 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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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列考察了僵尸企业占比对非僵尸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 结果显示，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提高显著地提升了非僵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

度， 这与预期相符。 表 ３ 第 （３） 列和第 （５） 列的回归是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

加入中介变量 （即企业融资约束）， 变量 ＦＣ１ 和 ＦＣ２ 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 ５％
水平上显著， 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利于促进企业进口， 而严重的融资约束会对

企业进口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 这与 Ｄａｒｉｏ Ｆａｕｃｅｇｌｉａ （ ２０１５）、 Ｄａｒｉｏ Ｆａｕｃｅｇｌｉａ
（２０１６）、 李华峰和鹏龙 （２０１４）、 张夏和施炳展 （２０１６） 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 与表 ３ 第 （１） 列的基准回归结果相比， 在控制了中介变量之

后， 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绝对值与显著性水平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这便进

一步表明， 僵尸企业占比通过提高非僵尸企业的融资约束， 进而对非僵尸企业的

进口产生抑制作用。
（二） 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

僵尸企业对信贷资源的挤占和扭曲， 使得非僵尸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进

而对其进口产生抑制效应。 而在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的行业， 信贷资源对企业而

言显得更为重要， 更为具体地， 企业进口更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 据此本文推

测， 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中的非僵尸企业进口受僵尸企业的抑制效应更大。
这里借鉴 Ｒａｊａｎ 和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８） ［４５］、 Ｌａｉ 等 （２０１６） ［４６］的做法来构造行业外

部融资依赖度指标， 具体地， 本文采用行业内所使用的外部资产 （即资本支出减

去现金流） 占该行业总资本支出的比重来衡量。 然后， 以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

中位数为临界点将总样本划分为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与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两

组子样本。 对以上两组子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分别报告在表 ３ 第 （６） 和第 （７）
列。 本文发现， 在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子样本中，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而在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子样本中，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

企业占比对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影响不显著且估计系数绝对值明显小于高外部融资依

赖度行业子样本。 具体而言，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处

于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中的非僵尸企业进口平均下降 ０ １２％。 上述检验表明，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对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高外部融资依赖

度行业中， 而对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并不明显， 这便印证了前文关于僵尸企业挤

占信贷资源， 进而使处于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中的非僵尸企业进口更易受到融资

约束的影响的分析。
（三） 企业所有制

除了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会影响信贷资源的可得性， 企业所有制的差异也会产

生较大影响。 国有企业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和拥有较强的政治关联， 从银行获取信

贷资源的可能性更大。 本文推测，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

比对国有非僵尸企业的进口抑制效应相对较小。
本文依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

相应的回归结果分别报告在表 ３ 最后两列。 在国有企业子样本中， 见表 ３ 第 （８）
列，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是没有通过常规水平的显著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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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表明僵尸企业对非僵尸国有企业进口的影响不明显。 在非国有企业中， 见表 ３ 第

（９） 列，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僵尸企业显著抑制

了非国有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 具体地，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 １ 个百

分点， 非国有企业进口平均下降 ０ １３％。 总体而言， 以上检验表明， 僵尸企业对国有

非僵尸企业进口的抑制效应小于非国有企业， 这也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僵尸企业主要

是通过信贷扭曲和融资约束加剧渠道抑制了非僵尸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

表 ３　 影响渠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ＩＭＰ ＦＣ１ ＩＭＰ ＦＣ２ ＩＭＰ ＩＭＰ ＩＭＰ ＩＭＰ ＩＭＰ

企业进口
企业融资

约束
企业进口

企业融资

约束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地区－行业层面

僵尸企业占比

　 －０ １５３２∗∗∗　 －０ ００２４∗∗　 －０ １０１２∗ 　 －０ １７４５∗ 　 －０ ０８１７∗ 　 －０ １２１３∗ 　 －０ １０３５ 　 －１ ０２１８ 　 －０ １３４８∗∗∗

（－３ ２０） （－２ ２１） （－１ ９３） （－１ ７２） （－１ ６６） （－１ ７３） （－１ ４８） （－１ ２７） （－２ ８２）
融资约束

（ＦＣ１）
０ ２１７６∗∗

（２ １４）
融资约束

（ＦＣ２）
０ ０１２８∗∗

（１ ９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３８７ ９７８ ３７８ ３１２ ３７８ ３１２ ３０５ ２０９ ３０５ ２０９ １９６ ２９４ １９１ ６８４ ２ ７０３ ３８５ ２７５

Ｒ２ ０ ８４５ ０ ９９９ ０ ８４６ ０ ４４０ ０ ８６３ ０ ８３０ ０ ８７０ ０ ８４３ ０ ８４６

注： 括号内数值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

五、 异质性分析

（一） 企业贸易方式

考虑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有较大比重， 而加工贸易企业与其他贸易

方式企业在经济行为上有着较大差异。 由于加工贸易主要是对国外一方提供的原材

料、 辅料等进行加工或装配， 然后再出口到相应的国家， 对信贷资源的要求较低，
而且进口时无需交关税和增值税， 因而受到融资约束的可能性较小； 一般贸易企业

相较于加工贸易企业而言对资金的要求更高， 因而这类型企业更可能受到融资约束

的影响。 为了考察僵尸企业对不同贸易方式企业进口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 本文

根据贸易方式将总样本划分为纯加工贸易、 混合贸易和纯一般贸易子样本。 对以上

三类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分别报告在表 ４ 第 （１） — （３） 列， 从中可以看到， 在纯

加工贸易企业子样本回归中，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表

明僵尸企业对纯加工企业进口的影响并不明显； 而在混合贸易企业与纯一般贸易企

业子样本回归中，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且纯一般

贸易企业子样本回归中的估计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大， 表明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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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非僵尸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 并且对纯一般贸易企业进口的抑制效应大于混合贸

易企业， 具体而言， 地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纯一般贸

易企业与混合贸易企业的进口分别下降 ０ ２６％和 ０ １８％。
（二） 进口产品类型

除了在贸易方式上的差别之外， 企业进口的产品类型也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类

型的进口产品在资金需求、 资金周转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 因而僵尸企业可能会对

不同类型产品的进口产生异质性的影响。 本文根据广义经济分类 （ＢＥＣ） 标准将

进口产品划分为中间品、 资本品和消费品三类， 然后构造企业层面这三种类型产品

的进口指标。 其中， 消费品直接作为最终使用品， 资金周转速度较快， 受融资约束

的可能较小； 而中间品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 资本品协助生产其他商品或服

务， 这两类产品的资金周转较慢， 从而受融资约束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推测， 僵尸企业对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的抑制效应较大， 而对消费品进口的抑

制效应较小。 从表 ４ 第 （４） 和第 （５） 列可以看到，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中间品进口和资本品进口， 具体而

言， 地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中间品进口与资本品进口

分别下降 ０ ２９％和 ０ ３２％。 表 ４ 第 （６） 列报告了以消费品进口为因变量的回归结

果， 本文发现，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表明僵尸

企业对消费品进口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表 ４　 僵尸企业对企业进口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纯加工
企业

混合贸
易企业

纯一般
贸易企业

中间品 资本品 消费品
制度环境
好的地区

制度环境
差的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企业进口

地区－行业层面
僵尸企业占比

－０ ００９３ 　 －０ １７７５∗∗∗　 －０ ２５８２∗∗　 －０ ２９２１∗∗∗　 －０ ３２４１∗∗∗ 　 －０ ０７１９ 　 －０ ０９３６∗∗ －０ ４９７４∗∗∗

（－０ ０７） （－３ ５５） （－２ ３１） （－３ ３２） （－２ ６６） （－０ ７３） （－１ ９８） （－６ 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１０１ ７４１ １７８ ０９１ １０８ １４６ ３８７ ９７８ ３８７ ９７８ ３８７ ９７８ ２５７ ０９４ １３０ ８８４

Ｒ２ ０ ８６３ ０ ８９３ ０ ９０２ ０ ８２３ ０ ７５５ ０ ７９１ ０ ８５２ ０ ８３０

注： 括号内数值为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ｔ 值；∗∗∗、∗∗ 和∗ 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

（三） 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

实际上， 影响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的优劣。 通常而

言， 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 企业的融资问题可能会相对容易地得到解决， 本文推

测， 僵尸企业对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进口产生的抑制效应较小。 为了对此进行

检验， 本文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刻画地区的制度环境， 并以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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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点将样本分为市场化指数高的地区和市场化指数低的地区两个子样本。 在制度

环境好的子样本中， 企业融资难度更低， 受到融资约束概率较小， 因而相较于制度

环境差的地区，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对企业进口的抑制效应应该更小。 基

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与较差地区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分别报告在在表 ４ 第 （７） 和第

（８） 列， 结果显示，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业占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僵

尸企业对两类地区非僵尸企业的进口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并且通过进一步比

较可以看出， 僵尸企业对制度环境好的地区非僵尸企业进口的抑制效应明显低于对

制度环境差的地区。 具体而言， 地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 １ 个百分

点， 制度环境差的地区企业进口下降 ０ ５０％， 而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企业进口仅下

降 ０ ０９％。

六、 结论与政策含义

扩大进口是中国新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 本文从去产能、 去杠杆这一

新颖的视角， 系统地研究僵尸企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

究发现， 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非僵尸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 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

业占比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非僵尸企业进口规模平均下降 ０ １５％。 本文也从其他维

度考察了僵尸企业与非僵尸企业进口的关系， 发现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的进口决

策、 进口种类和进口质量也都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

明， 僵尸企业通过提高非僵尸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进而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产生抑制

效应， 并且这一抑制效应在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这

也进一步印证了僵尸企业确实是通过加剧融资约束进而影响非僵尸企业的进口。 本

文还通过引入企业和进口产品的差异性特征从多个维度考察了僵尸企业对中国制造

业进口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首先， 就企业贸易方式而言， 僵尸企业显著降低了纯一

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的进口， 而对纯加工企业没有明显的影响； 其次， 就进

口产品类型而言， 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非僵尸企业的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 而对消

费品进口的影响不明显； 最后， 从地区制度环境差异的角度看， 僵尸企业对制度环

境差的地区非僵尸企业进口的抑制效应更大。
本文或许是首篇系统研究僵尸企业与中国制造业进口之间关系的文章， 丰富了

有关僵尸企业经济效应的研究文献， 并且填补了中国企业进口决定因素这一领域研

究的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 本文研究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根据本文研究， 降低地

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有助于缓解非僵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从而促

进中国的制造业进口。 因此， 妥善处理僵尸企业问题， 降低地区－行业层面僵尸企

业占比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和促进中国的制造业

进口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正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

新阶段， 为了促进中国制造业进口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政府应充分认识到

治理僵尸企业、 改善融资环境的重要性， 抓住处置僵尸企业的改革重点， 优化资源

配置， 释放进口潜力，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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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ｚｏｍｂｉｅ ｆｉｒｍ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ｚｏｍｂｉｅ ｆｉｒｍｓ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０． １５％．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ｚｏｍｂｉｅ ｆｉｒｍ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ｚｏｍｂｉｅ ｆｉｒｍ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ｚｏｍｂｉｅ ｆｉｒｍｓ ｄ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ｂｙ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ｚｏｍｂｉｅ
ｆｉ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ｐ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ｚｏｍｂｉｅ ｆｉ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 ｇｏｏｄｓ ｉｓ ｗｅａｋ．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ｚｏｍ⁃
ｂｉｅ ｆｉｒｍｓ ｃａｎ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Ｚｏｍｂｉｅ Ｆｉｒｍ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Ｕｐｇ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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