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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制造业服务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将增强产

品服务价值作为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手段。 本文基于 ＷＩＯＤ 跨国投入产出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 测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行业的

投入服务化程度以及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了制造业投入服

务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

务化通过研发创新这一中介渠道间接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另外， 企业

的国际分工参与程度越高，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质量促进效应越强， 且对不同资本

密集度企业具有差异性化影响。 同样， 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投入也对企业出口质量

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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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和价值链跨国分工生产体系构建带来

的历史机遇， 推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 在对外贸易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依托

劳动力、 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 借助 “两头在外” “粗放式” 的加工贸易

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这使我国出口产品质量逐步提升。 但整体而言， 我

国出口制成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和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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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差距， 我国还只是制造业名义 “大” 国， 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制造 “强” 国

（余淼杰和张睿， ２０１７） ［１］。 我国许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 出口国

内附加值偏低。 从外部波动来看， 自 ２００８ 年次贷危机以来， 外部需求疲软态势严

重制约了我国对外经贸活动的开展； 从内部经济形势来看， 我国人口红利正逐步消

失， 生产成本快速上涨， 迫使跨国企业将工厂从我国转移到越南、 印尼等经营成本

较低的国家。 在上述不利因素的双重制约下， “血拼式” 的对外贸易模式显然难以

持续， 我国制成品出口面临着 “规模天花板约束” 和 “质量低端锁定” 的棘手问

题 （戴翔等， ２０１８） ［２］。 因此， 如何提升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并增强出口竞争

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全球经济逐步从 “制造经济” 向 “服务经济” 转型， 服务经济在各国经济中

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 制造业服务化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已经成为全球

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它使生产要素投入从过去有形的实物要素向无形的服务要素转

变， 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黄群慧和霍景东， ２０１４） ［３］。 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尤其是

生产性服务将高度专业化的人力技术资本等要素， 通过 “飞轮” 形式内嵌到有形

的制成品中， 从而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 制造业服务化对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

助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也具有关键作用 （刘志彪， ２００８） ［４］。 国务院在

２０１４ 年印发了 《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 《意见》 明确提出， 要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 加快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引导企业进一步打破 “大而全” “小而全” 的格局， 实现向价

值链高端延伸， 促进我国产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当前， 我国经

济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节点， 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选择 （戴翔， ２０１６） ［５］。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研究主要有两支。 一是制造业服务化的相关概念及其影响，

二是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制造业服务化最早由 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ｒｗｅ 和

Ｒａｄａ （１９８８） ［６］提出， 随后一系列的文献不断对相关概念进行补充和扩展， 主要有

两个重要的分支： 一是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化， 即制造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多

的服务中间投入而不是实物中间投入； 二是制造业产出的服务化， 即在产品的制造

过程中融入服务价值， 从单纯销售产品转变为销售 “产品＋服务” 的综合体系。 囿

于数据的可得性， 从微观层面研究产出服务化对企业活动影响的文献较少 （Ｃｒｏｚｅｔ
和 Ｍｉｌｅｔ， ２０１７） ［７］， 更多的文章探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活动的影响。 制造业

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活动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

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８） ［８］基于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外部的服务投入尤其是技术服务的使用可以提高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 刘维

刚和倪红福 （２０１８） ［９］基于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技术进

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相比传统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对企业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
二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Ａｍｉｔｉ 和 Ｗｅｉ （２００９） ［１０］ 研究发现，
离岸服务外包是九十年代美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邱爱莲等

（２０１４） ［１１］认为， 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通过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企业的全要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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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提升； 三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刘斌等 （２０１６） ［１２］

指出， 服务要素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们能够引领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

攀升。
准确测度出口产品质量是国际贸易文献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般认为， 产

品的质量越好其定价也越高， 因此早期文献多采用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来衡量出口

产品质量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４） ［１３］。 考虑到价格包含大量与质量无关的信息， 为此， 一

些文献则从需求角度作为切入口， 从价格中剔除相关信息后反推出口产品质量。 进

一步地， 考虑到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是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相关研究通过结

构模型的估计来测度出口产品质量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１４） ［１４］， 可以得到较

为准确结果， 但结构参数的估计对数据要求较高。 随着出口产品质量测度方法的推

陈出新， 大量文献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

中间投入品的视角。 Ｂａｓ 和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Ｋａｈｎ （２０１５） ［１５］发现进口投入品关税下降会促

使企业使用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 进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价格。 许家

云等 （２０１７） ［１６］认为， 中间品进口可能通过 “中间产品质量效应” “产品种类效

应” 与 “技术溢出效应” 等三种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二是融资约

束的视角。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５） ［１７］研究发现， 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的品质有重要因

素。 张杰 （２０１５） ［１８］也发现政府干预和金融抑制带来的扭曲造成融资约束和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之间呈现显著倒 Ｕ 型关系。 三是生产率的视角。 Ｋｕｇｌｅｒ 和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２） ［１９］认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投入品在决定产品质量时存在互补关系， 生产能

力更强的企业会选择更好的投入品并提高产品的质量。 樊海潮和郭光远 （２０１５） ［２０］

研究发现， 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相比已有文献， 本文从制造业服务化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可能促进出口产品质

量提高的新途径并分析了其作用机制。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 基于 ２０１６ 年公

布的 ＷＩＯＤ 数据测算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程度及变

化趋势； 第二，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探

究了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具体分析了相关

作用渠道； 第三， 基于服务投入异质化的视角， 探究了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对中国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差异化影响。

二、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动态变化的特征事实

考虑到当今上下游产业之间的生产及贸易网络关系日益复杂， 投入产出分析法

不仅能够了解每个制造业产出一个单位的最终品直接消耗了多少中间服务， 而且还

能够估算出服务部门通过间接方式投入到制成品中的服务价值。 据此， 本文借鉴许

和连等 （２０１７） ［２１］的做法， 对中国制造业的服务投入化程度进行测算。 直接消耗系

数的计算具体公式为：

ａｉｊ ＝
ｑｉｊ

Ｙ ｊ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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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Ｙ ｊ 表示 ｊ 部门的总产出， ｑｉｊ 表示 ｉ 部门投入到 ｊ 部门的要素含量， ａｉｊ 表示

的是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比重。 因此，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Ａ 可以表示为：

Ａ ＝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２１ ａ２２

… ａ１ｎ

… ａ２ｎ

… …
ａｎ１ ａｎ２

… …
… ａｎｎ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２）

式 （２） 矩阵刻画了各个行业使用不同上游中间投入价值占本行业总产出的比

重系数。 相比直接消耗系数， 完全消耗系数表示的是生产过程中具体部门的产出需

要各部门直接和间接中间投入之和的比重， 其具体表达式为：
Ｂ ＝ Ａ ＋ Ａ２ ＋ Ａ３ ＋ … ＋ Ａｋ ＋ … ＝ Ｉ － Ａ( ) －１ － Ｉ （３）

其中， Ｂ 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Ｉ 为单位对角矩阵。 此外， 随着产业分工和全

球价值链体系的深化， 制造企业生产过程中对服务的间接需求越来越大， 产业之间

的间接投入和作用也不容忽视。 因此， 我们还计算了间接消耗系数矩阵 Ｃ， 其具体

表达式为：
Ｂ ＝ Ａ ＋ Ｃ ＝ Ｂ － Ａ ＝ Ａ２ ＋ Ａ３ ＋ … ＋ Ａｋ ＋ … ＝ Ｉ － Ａ( ) －１ － Ｉ － Ａ （４）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变化情况 （单位：％）

年份
直接服务

投入系数

间接服务

投入系数

完全服务

投入系数
年份

直接服务

投入系数

间接服务

投入系数

完全服务

投入系数

２０００ ６ ８１ ３ ６０ １０ ４１ ２００１ ６ ９８ ３ ６７ １０ ６５

２００２ ７ ２０ ３ ７０ １０ ９０ ２００３ ７ ５７ ５ ２１ １２ ７９

２００４ ７ ５３ ５ ７９ １３ ３１ ２００５ ９ １７ １０ ６６ １９ ８３

２００６ １０ ０８ １５ １８ ２５ ２６ ２００７ １０ ４４ １７ ８９ ２８ ３３

２００８ ９ ９３ １５ ５５ ２５ ４８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３ １３ ９６ ２４ ０９

２０１０ １０ ４１ １５ ２４ ２５ ６５ ２０１１ １０ ４８ １６ ４２ ２６ ９１

２０１２ １０ ８８ １７ ０４ ２７ ９３ ２０１３ １１ ５９ １９ ６４ ３１ ２３

２０１４ １２ ２１ ２１ ２７ ３３ ４９ — — — —

本文基于ＷＩＯＤ 数据库提供的中国投入产出数据①， 计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

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直接消耗系数和间接消耗系数的变化情况。
表 １ 给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动态变化情况。 从时间维度来看，
无论是直接服务化、 间接服务化还是完全服务化水平均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趋势。 制

造业完全投入服务化比重已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 ４１％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３ ４９％， 增长了

２３ ０８ 个百分点。 本文还发现， 中国制造业整体的间接投入服务化水平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６０％增长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１ ２７％， 增长幅度远远高于直接投入服务化的增长幅度。
我们认为背后的原因是，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和细化， 产业间的关联度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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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服务经济对制造业间接供给的价值和作用远远大于直接供给。
考虑到不同制造业行业具有差异化的特征， 本文还给出了更加细化的行业层面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动态变化情况 （具体参见表 ２）。 表 ２ 的结果显示， 行业间制造

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 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完全投入服务化水平较高的行业

是 Ｄ１１、 Ｄ１３ 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 排名较后的则是 Ｄ１８ 和 Ｄ５ 等劳动密集型行

业。 另外， 从制造投入服务化的变化趋势来看， 除了 Ｄ１８ 的服务化程度没有出现明

显的上升程度外， 其他细分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化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表 ２　 中国制造业细分部门完全投入服务化动态变化情况① （单位：％）

部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部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Ｄ１ １１ ７９ １５ ７３ ２６ ６８ ４１ ８０ Ｄ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２ ８９ １７ ８５ ２４ ６４
Ｄ２ １５ １２ １９ ５７ ２５ ５７ ３２ １９ Ｄ１１ １７ ８５ ４０ ９６ ４２ ６４ ５５ ６０
Ｄ３ ２ ７３ ３ ２０ ３ ７２ ５ １３ Ｄ１２ ７ ４２ １０ ３０ １４ ６０ ２１ ０９
Ｄ４ ３ ２９ ４ ４６ ４ ０１ ４ ６０ Ｄ１３ ８ ８４ ２８ ７８ ３６ ４０ ４４ ６９
Ｄ５ １ ６４ １ ６５ １ ４６ ２ ０６ Ｄ１４ ７ ８３ １３ ９０ ２４ ８２ ３１ ７７
Ｄ６ ２ ９７ ７ ９０ １３ ９１ １７ ８５ Ｄ１５ １１ ４６ ２２ ００ ２９ ６８ ３４ ２１
Ｄ７ １５ ３０ ２３ ５４ ２７ ８７ ４１ ０７ Ｄ１６ ４ ８２ １０ ２６ ３０ ６７ ３６ ８０
Ｄ８ ２ ９２ ４ ５９ ５ ０９ ７ ７４ Ｄ１７ １ ９０ ３ ６１ ７ ４５ ８ ６５
Ｄ９ ５ ７７ ７ ５９ １０ １２ １３ ２３ Ｄ１８ ３ ７２ ２ ９１ ２ １２ ３ １４

三、 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的理论分析

制造业服务化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 在此背景下，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

平的提高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来看，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主要从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第一， 研发创新中介效应。 现代企业的创新过程是开放和多元的， 依托多部

门、 多组织之间的协作进行。 在日益复杂、 庞大的创新网络下， 企业创新不仅需要

充足的物质资本投入， 还需要大量的服务投入来支撑整个创新体系的运转。 具体来

说， 随着分工的深化， 创新的过程及所需的技术愈发的复杂， 产出的风险不确定性

也较强。 因此， 企业通过外包获得创新所需的高质量服务要素的方式直接降低了企

业的生产成本。 此外， 服务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 “润滑剂” 的角色同样适用于创

新过程， 如物流和通讯服务条件的改善可以极大程度降低沟通协调成本。 进一步

地， 随着服务要素投入地不断增加， 企业比较优势会逐步建立在管理能力、 人才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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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业代码中文对应名： Ｄ１ 为食品、 饮料和烟草制造业； Ｄ２ 为服装纺织业； Ｄ３ 为木材加工业； Ｄ４ 为

造纸业； Ｄ５ 为出版印刷业； Ｄ６ 为炼焦及石油业； Ｄ７ 为化工制造业； Ｄ８ 为医药业； Ｄ９ 为橡胶塑料制造业；
Ｄ１０ 为非金属制造业； Ｄ１１ 为基本金属制造业； Ｄ１２ 为金属制品业 （机械设备除外）； Ｄ１３ 为计算机、 电子及

光学设备制造业； Ｄ１４ 为电气制造业； Ｄ１５ 为机械设备制造业； Ｄ１６ 为汽车制造业； Ｄ１７ 为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业； Ｄ１８ 为家具制造业。 囿于篇幅， 我们在此仅给出了细分制造业部门投入完全服务化的动态变化情况。



备以及知识积累之上， 这些服务要素对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以及创新能力有直接促

进作用。 总体而言， 制造业服务化不仅增强了创新过程中企业内部之间的协作和沟

通能力， 还强化了企业同外部的联系， 进而实现了企业内外部的规模经济， 使企业

专注于构建研发设计体系， 持续改善产品质量。
第二， 国际分工调节效应。 国际分工实质是对传统产品内分工形式在地域范围

上的扩展， 在全球范围内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制造企业通过制造投入服务化方式，
将非核心的服务环节以外包的形式转交给第三方企业， 通过外购得到更高效、 更专业

化的服务要素投入并最终用于制造， 即脱胎于制造， 又与制造业 “分而不离”。 制造

企业会更加专注于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核心环节， 在分工程度得到了深化的

同时也优化了资源配置。 比如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 生产性服务的可贸易性变强， 制

造企业将电子信息服务化投入生产和运营， 从而可以有效控制产品的生产、 供应和销

售过程， 提升了产出效率。 此外， 从产业上下游生产关联来看， 大量服务要素作为制

造业生产的中间投入， 以 “飞轮” 的形式嵌入其中。 处于上游的人力资本等优质高

端服务通过 “涟漪效应” 提升了下游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 从这个角度来看， 随着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深入发展， 企业集中内部有限资源于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 提

高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更加依赖于外部服务要素的投入。 换句话说， 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对服务投入的需求和吸收能力。
（二） 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了探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微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将基准回

归模型设定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ｊｒｔ ＝ α０ ＋ α１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ｔ ＋ α２ Ｘ ｆｊｒｔ ＋ λｒ ＋ λ ｔ ＋ λｏ ＋ λ ｆｊｒｔ （５）

其中， 下标 ｆ 表示企业， ｊ 代表行业， ｒ 代表企业所在地区， ｔ 代表年份；
ｑｕａｌｉｔｙ 表示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表示企业所在行业的制造业投入

服务化水平， Ｘ 为控制变量集合， 包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行业市场集中度等变

量。 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 λｒ ， 时间固定效应 λ ｔ 和企业的所有制特征

λｏ ， λ ｆｊｒｔ 为残差项。
为了验证研发创新中介效应的存在， 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２２］， 选

取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 （以企业新产品价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度量） 作为中介

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ｊｒｔ ＝ ｗ０ ＋ β１１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ｔ ＋ β１２ Ｘ ｆｊｒｔ ＋ λｒ ＋ λ ｔ ＋ λｏ ＋ λ ｆｊｒｔ （６）

ｒｄｆｔ ＝ ｗ１ ＋ β２１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ｔ ＋ β２２ Ｘ ｆｊｒｔ ＋ λｒ ＋ λ ｔ ＋ λｏ ＋ λ ｆｊｒｔ （７）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ｊｒｔ ＝ ｗ２ ＋ β３１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ｔ ＋ β３２ ｒｄｆｔ ＋ β３３ Ｘ ｆｊｒｔ ＋ λｒ ＋ λ ｔ ＋ λｏ ＋ λ ｆｊｒｔ （８）

其中， ｒｄ 表示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 其他变量及字符含义与基准方程 （５） 式

相同。 为了验证国际分工调节效应的存在， 我们在基准方程的基础上加入国际分工

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交互项来进行验证：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ｊｒｔ ＝ ｖ１ ＋ ｖ１ｓｅｒｖｉ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ｔ ＋ ｖ２ｓｅｒｖｉｔｉｖａｔｉｏ ｎ ｊ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ｔ ＋

ｖ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ｔ ＋ ｖ２ Ｘ ｆｊｒｔ ＋ λｒ ＋ λ ｔ ＋ λｏ ＋ λ ｆｊｒｔ （９）
其中，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表示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 其他变量及字符含义与基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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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５） 式相同。
（三） 指标构建和说明

１ 核心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出口产品质量。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本文研究需要， 本文

采用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 （２０１３） ［２３］的方法进行测算出口产品质量 （这里囿于篇幅， 本

文略去了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步骤的详细公式）。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采用 Ｂｒｏｄａ 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２４］计算的数值设定产品需求的替代弹性。 同时， 借鉴施炳展等

（２０１３） ［２５］的方法将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标准化后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便可在不同

行业层面上进行加总。 我们在标准化后的企业－产品层面出口产品质量的基础上，
以企业在每个细分类别下的出口额作为权重加总到企业层面。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该指标具体构建过程已在本文的第

三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
３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沿用相关文献， 在实证中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控制， 包括： （１） 市场集中

度， 以赫芬达尔指数作为其替代变量； （２） 融资约束， 以企业利息支出与工业销

售产值的比值表示； （３） 企业规模， 以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对数值表示。 （４） 企

业年龄， 以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得到， 加 １ 取自然对数进入方程； （５） 全

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０６） ［２６］的方法来计算。
（四） 数据说明

本文测算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时， 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ＷＩＯＤ 提供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数据。 实证分析中使用到的出口产品质量和其他控制变量

基础数据都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本文参考杨汝岱

（２０１５） ［２７］的做法， 依据会计准则 （ＧＡＡＰ） 对数据进行清洗， 删除观测值异常的

企业。 同 时， 考 虑 到 本 文 研 究 的 对 象 是 制 造 业 企 业， 还 参 考 了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８］的做法， 仅保留了样本中行业编码在 １３～ ４２ 之间的制造行业。 还使用了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它详细记录了每笔报备中国海关的进出口数据。 本文同样对

海关数据库进行了清洗， 删去了信息缺失的观测值。 由于两个数据库使用了不同的

编码系统用来标记企业， 所以两数据库不能直接进行合并， 本文参考杨红丽和陈钊

（２０１５） ［２９］的方法， 对上述两数据库进行匹配。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在回归中

仅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四、 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分别从完全服务化、 直接服务化以及间接服

务化三个维度初步探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表 ３ 中的列

２、 列 ５、 列 ８ 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企业生产率、 融资约束等控制变量的条件

下， 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具体而言， 在保持其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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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变的情况下， 制造业行业的整体完全服务化水平每提高 １％， 所在行业制造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就提高 ０ ０３７％； 而直接服务化和间接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提高

的效应也显著为正， 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６２ 和 ０ ０６０。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ＦＥ （２） ＦＥ （３） ＩＶ （４） ＦＥ （５） ＦＥ （６） ＩＶ （７） ＦＥ （８） ＦＥ （９） ＩＶ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完全服务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７∗∗∗

（１ ９５５） （７ ６５８） （２ ９１５）

直接服务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２∗∗∗ ０ ４７４∗∗∗

（－１ ３６４） （４ ５６５） （２ ９０７）

间接服务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９１∗∗∗

（３ ２１１） （８ ５５８） （２ ９１６）

生产率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３２ ２６６） （３２ １１４） （３２ ２９９） （３１ ５９５） （３２ ２６６） （３２ １８４）

融资约束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１ ８１５） （－１ ８２２） （－１ ８１７） （－１ ８７０） （－１ ８１１） （－１ ８１３）

市场集中度
－０ ７０１∗∗∗ －０ ６８１∗∗∗ －０ ６７７∗∗∗ －０ ３８６∗ －０ ７３２∗∗∗ －０ ７３８∗∗∗

（－３ ８１５） （－３ ６９６） （－３ ６７６） （－１ ７７４） （－３ ９８３） （－４ ０１５）

企业规模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４６ ６７６） （４６ ０５１） （４６ ７０９） （４２ ５３６） （４６ ７１１） （４６ ４４８）

企业年龄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８ ８３８） （８ ９１７） （８ ７６３） （８ ８６７） （８ ８７４） （８ ９２４）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ＬＭ 统计量
５ ３７９ ６３ １ ０８６ ５７ ７ ６４９ １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５ ５７２ ０６ １ ０９４ ０８ ８ ０４４ ６７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Ｎ ２８８ ８５７ ２３１ ６５５ ２０８ ９０４ ２８８ ８５７ ２３１ ６５５ ２０８ ９０４ ２８８ ８５７ ２３１ ６５５ ２０８ ９０４

注： 估计系数下方 （） 内的数字系数为系数估计值的 ｔ 或 Ｚ 统计量， 其中∗、∗∗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水平。 而 ［］ 内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 Ｐ 值； ｛｝ 内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下同。

为了解决回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 参考刘斌和王乃嘉 （２０１６） ［３０］的做

法， 选取印度各制造行业的服务化程度系数作为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工具变量。
其逻辑在于， 中印两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两国关系对目前世界经

济体系重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祝树金等， ２００９） ［３１］。 而且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及相关

产业政策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 印度以软件科技为导向，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模式对中

国服务产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同时， 印度制造行业的投入服务化程度对中国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又可忽略不计。 表 ３ 中的列 （３）、 列 （６） 和列 （９） 分别表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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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三种服务化指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 的回归结果。 回归报

告的 ＬＭ 的统计显著为正， 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 而 Ｗａｌｄ 统计量也

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 从而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

示， 三种不同类型的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都有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稳健可靠。

（二） 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一方面，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使得企业能够获得更为专业化的中间进口要素服务

投入， 容易接触到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技术和营销理念， 产生了 “学习效应”， 有助于

企业研发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 随着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的程度加深， 为了使得要

素配置效率得到加强， 企业更加依赖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 即：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

以通过研发创新这一中介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同时， 企业的国际分工

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
在实证分析中， 本文参考董晓芳和袁燕 （２０１４） ［３２］的做法选用企业新产品价值

和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视为企业研发创新的代理变量； 同时， 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

程度系数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代理变量，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４ 和表 ５。

表 ４　 研发创新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ＦＥ （２） ＦＥ （３） ＦＥ （４） ＦＥ （５） ＦＥ （６） ＦＥ

研发创新
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
研发创新

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
研发创新

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

完全服务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８∗∗∗

（２ ２７６） （６ ９８２）

直接服务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４∗∗∗

（２ １０８） （４ ２６８）

间接服务
０ ０３２∗∗ ０ ０６１∗∗∗

（２ １６９） （７ ７９２）

研发创新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１ ７４８） （１ ７６８） （１ ７４５）

生产率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２ ２１７） （２８ ６７６） （－２ ２１５） （２８ ７０１） （－２ ２１４） （２８ ６７６）

融资约束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１ ７３３） （－１ ５７３） （－１ ７３６） （－１ ５７８） （－１ ７３１） （－１ ５６７）

市场集中度
－０ １５４ －０ ６０２∗∗∗ －０ １２９ －０ ５９１∗∗∗ －０ １７２ －０ ６２８∗∗∗

（－０ ４０８） （－２ ９８９） （－０ ３４２） （－２ ９３１） （－０ ４５６） （－３ １２２）

企业规模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３∗∗∗

（９ ６６０） （４１ ８０７） （９ ６４２） （４１ ８１９） （９ ６７９） （４１ ８４９）

企业年龄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２ ５５２） （６ ３６８） （－２ ５７３） （６ ２８９） （－２ ５４７） （６ ４０５）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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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中的第 （１）、 （２） 列表示固定效应回归下， 完全服务化的回归结果； 第

（３）、 （４） 列表示固定效应回归下， 直接服务化的回归结果； 第 （５）、 （６） 列表

示固定效应回归下， 间接服务化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制造业服务化不仅对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还能通过企业研发创新这一中介渠道， 间接

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我们认为， 随着分工的深化， 企业创新过程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通过外包获取高质量低成本的服务要素投入有力地提高了

企业的创新能力， 帮助企业不断改良产品质量。
表 ５ 显示的是国际分工渠道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观察第 （１）、 （３）、 （５）

列， 发现固定效应下的回归结果同预期一致， 即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越

深， 越能发挥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 这是因为企业参与

国际分工体系会促使其更加积极地运用各类要素， 尤其是廉价高质的国外服务要素

投入， 从而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 （２）、 （４）、 （６） 列是两阶段最小二

乘的回归结果。 列 （４） 表明直接服务化指数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但列 （２） 和

列 （６） 的结果显示， 总体上两阶段最小二乘的结果依然稳健。 垂直专业化分工是

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深入发展， 加速了制

造企业服务化的进度。 服务投入在统筹价值链生产和提升产品增加值方面有重要

作用。

表 ５　 国际分工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ＦＥ （２） ＩＶ （３） ＦＥ （４） ＩＶ （５） ＦＥ （６） ＩＶ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完全服务
－０ ０８５∗∗∗ －０ ３９０∗∗∗

（－７ ００６） （－４ ２９６）
完全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０ １３８∗∗∗ ０ ２０３∗∗∗

（１０ ４６９） （５ ２２８）

直接服务
－０ １４６∗∗∗ －６ ７０２　

（－４ ２８９） （－１ ０８３）
直接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０ ２５８∗∗∗ －３ ６０４
（６ ５４４） （－０ ８０５）

间接服务
－０ １３８∗∗∗ －０ ５１０∗∗∗

（－７ ９１８） （－４ ６３５）
间接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０ ２１７∗∗∗ ０ ３２６∗∗∗

（１１ ６６８） （５ ９８５）

国际分工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５∗∗∗ ０ ２６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０∗∗∗

（－１２ ９９１） （－７ ２９４） （－９ ６１９） （０ ７６０） （－１３ ３０８） （－８ ６１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ＬＭ 统计量
３７６ ２５１ １ ２０８ ７０８ １４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１８９ ２５３ ０ ６０４ ３５８ １８３
｛７ ０３｝ ｛７ ０３｝ ｛７ ０３｝

Ｎ ９３ １８０ ８１ ４６８ ９３ １８０ ８１ ４６８ ９３ １８０ ８１ ４６８

注： ｘ 表示交互项符号，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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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 本文认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主要通过研发创新活动影响企业的出口产品

质量， 同时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质量促作用有一定的调节能

力。 一方面， 制造业服务化过程直接通过技术溢出将大量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高

级服务要素投入到实体制造的生产环节， 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另一方面， 基

于企业服务外包的决策， 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而且还由于更先进、 更专业

的进口中间服务的投入， 企业一方面接触并学习到了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理念， 因

此上述两种效应还间接通过 “学习效应” 及 “干中学效应” 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

高， 进而影响企业自身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
（三） 细分服务行业的扩展性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服务行业的投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否具有差异化的影响， 本

文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５ 年对外公布的生产性服务类别、 同时兼顾我国国民经济分

类和 ＷＩＯＤ 数据库中的服务行业， 选取了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 金融服务以及商务

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进行细分服务行业的回归估计。

表 ６　 中介效应细分服务行业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ＦＥ （２） ＦＥ （３） ＦＥ （４） ＦＥ （５） ＦＥ （６） ＦＥ （７） ＦＥ （８） ＦＥ

研发创新
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
研发创新

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
研发创新

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
研发创新

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

商务科技

服务

０ ３３２∗∗ ０ ３１６∗∗∗

（２ ５２４） （４ ５００）

金融中介

服务

０ ２３８∗∗ ０ ０９２∗

（２ ５６６） （１ ８５０）

邮电通信

服务

０ １８５　 ０ ５５９∗∗∗

（０ ９７３） （５ ５０９）

交通运输

服务

０ １６６∗∗ ０ １０５∗∗

（１ ９８７） （２ ３６３）

研发创新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１ ７６１） （１ ７８０） （１ ７７８） （１ ７８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１９５ ３１４

表 ６ 报告了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 金融服务以及商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对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 总体上四种生产性服务投入均

能通过研发创新这一中介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这说明不同的生产性

服务要素投入均可以嵌入企业创新活动当中。 本文认为， 这是因为现代创新体系的

复杂性和开放性离不开广泛的服务要素投入。 高质量、 多层次的生产性服务要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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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已经成为参与企业创新活动、 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的必要投入。

表 ７　 调节效应细分服务行业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ＦＥ （２） ＦＥ （３） ＦＥ （４） ＦＥ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商务科技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２ １３０∗∗∗

（１２ ７２７）

金融中介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１ ２７９∗∗∗

（１０ ４８６）

邮电通信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２ ６５４５∗∗∗

（９ ２８５）

交通运输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１ １０９∗∗∗

（１０ ４６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Ｎ ９３ １８０ ９３ １８０ ９３ １８０ ９３ １８０

表 ７ 显示， 上述四种生产性服务的服务化程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都有正向效

应。 其中， 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最大， 商务科技服务化其次， 而

金融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说明不同服务投入对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

差异性表现。 本文认为出现该结果的原因是， 随着互联网及电子商务运营模式在实

体制造业层面的推广和普及， 通过信息技术与自身技术的协调统筹发展， 企业能够

更加有效地对上游原材料的供应， 生产过程以及终端的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控制，
改善企业产出效率。 尽管金融服务化能够缓解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但中国金融市场受到高度管制， 尽管改革开放已近 ４０ 年， 但

金融部门的改革一直是步伐相对较慢的部门之一。 金融资源对实体企业经济发展的

服务力度有待加强。
（四） 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渠道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研究企业异质性条件下调节效应的差异化作用， 本文利用固定资产净值同

从业人数的比值计算企业的资本密集度， 并将其资本密集度按照三分位数对企业进

行分组， 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显示的是国际分工调节效应下的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本文可以看到所有结

果都呈现显著性正影响， 且高资本密集度企业的系数要大于中资本密集度企业的系

数， 低资本密集度企业的系数则最小。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主要以传统制造业

企业为主， 在这些行业中资本密集度大的企业往往才有能力通过服务外包或者使用

高质量的服务投入要素进行产品质量的提高， 而那些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 往往

通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取参与国际分工 “入场券”， 这些企业从行业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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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化水平提高中获益更少。

表 ８　 调节效应的异质性回归分析

变量

（１） ＦＥ （２） ＦＥ （３） ＦＥ （４） ＦＥ （５） ＦＥ （６） ＦＥ （７） ＦＥ （８） ＦＥ （９） ＦＥ

出口产品质量

低资本

密集度

中资本

密集度

高资本

密集度

低资本

密集度

中资本

密集度

高资本

密集度

低资本

密集度

中资本

密集度

高资本

密集度

完全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０ ０９１∗∗∗ ０ １２０∗∗∗ ０ １７０∗∗∗

（４ ４３３） （４ ５６９） （６ ３５２）

直接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０ １３９∗∗ ０ １８２∗∗ ０ ４１５∗∗∗

（２ ２１５） （２ ３７６） （５ １６０）

间接服务

ｘ 国际分工

０ １４６∗∗∗ ０ １９８∗∗∗ ０ ２４８∗∗∗

（５ １３３） （５ ３１４） （６ ５４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２ ７４２ ２９ ９７２ ３０ ４６６ ３２ ７４２ ２９ ９７２ ３０ ４６６ ３２ ７４２ ２９ ９７２ ３０ ４６６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测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投

入服务化程度。 测算结果显示， 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行业， 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基本呈现出平稳上升的态势， 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明显。 进一步地， 将其与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以及中国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合并， 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

中国微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 微观机制分析表明，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研发创

新这一中介渠道推动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企业的国际分工对制造业投入服

务化的质量提升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 且对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具有差异性

化的调节作用。 此外， 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服务投入对企业的出口质量具有差异

化的促进作用。
中国出口企业正面临国内劳动成本快速上升， 国外需求不足， 欧美制造业回流

等内外部压力。 同时，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寻求转型升级

的重要手段。 因此， 本文建议应进一步推进我国服务业发展， 鼓励制造业服务化，
提高生产服务要素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比例， 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深度

有效的融合。 这不仅可以推动我国服务产业降低成本， 向 “价廉质优” 的方向发

展， 还可以帮助制造业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扩展延伸， 提高制成品的附加值和产品

质量， 带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此外， 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

际分工活动， 在使用国外高质量服务要素投入和服务外包的同时， 吸收国外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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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技术经验， 提高企业内部运营效率、 增强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市场主体的交

流协作。 这有助于企业通过服务要素的投入弥补创新能力的不足， 降低创新风险的

同时改善企业的创新效率， 建立起有市场竞争力的研发生产体系， 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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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ｉ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Ｗ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ｔ ｆｉ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ＩＯ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ａｔａ． Ｔｈｅｎ ｗ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ａ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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