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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构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的创新效应模型的基础

上， 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 利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考察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是否提高了制造业创新效率， 并关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行业异质性带来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中国制造业研发资本价格、 研发劳动力价格和进口中间品价格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扭曲； 研发资本价格扭曲和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均对制造业创新效率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却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在高技术制造业

中的影响存在差异； 随着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提高， 上述作用均

具有增强趋势。
关键词： 要素价格扭曲； 创新效率；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资源错配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４０ 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０） １０－０１１２－１６

引　 言

目前， 美国、 德国等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 “再工业化”， 印度、 越南等发展中

国家加速工业化， 中国制造业要素成本快速提高， 利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原有

比较优势的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 ２０１８ 年开始的中美双边经贸摩擦升级， 不仅是

美国认为的贸易再平衡问题， 也是美国对中国前瞻性、 探索性和颠覆性技术等研发

方面的管制诉求。 为此， 中国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促进研发要素在

创新中的引领性作用， 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 通过创新突破核心技术发展瓶颈和

依赖陷阱， 发挥创新对拉动发展的乘数效应。
企业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 能够提升创新效率，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 有限的要素资源可

能无法按照市场机制实现最优配置， 造成的要素价格扭曲在削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

２１１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４－１１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外资市场准入政策演进对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

（１９ＸＪＬ００６）
［作者信息］ 刘冬冬：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黄凌云 （通讯作者）：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电子信箱 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ｙｕｎ＠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董景荣：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和提升生产效率动机的同时， 增加了企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风险

（张明志等， ２０１７） ［１］， 从而阻碍了中国由 “世界工厂” 向 “世界市场” 转变的进

程。 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格局下， 发挥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创新效应， 突破要素投

入锁定效应 （陈飞翔等， ２００７） ［２］， 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提升创新效率，
进而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

所在。 因此， 全面考察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研发要素价格扭曲是否能够提升产业创新

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形成与

之相适应的绩效评价机制， 如何准确地测度创新效率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

题。 现有文献主要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 从省域、 行业或企业层

面对创新效率进行估计， 但假设企业进行生产时仅包含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
在此基础上， 大量研究发现企业规模、 市场竞争程度、 产权结构、 企业外向度等是

影响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李平等， ２００７［３］； 戴魁早和刘友金， ２０１６［４］ ）； 少量文

献考虑到了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对要素资源的分配权、 定价权和管制权的控制使得资

本和 劳 动 要 素 价 格 扭 曲， 引 起 资 源 错 配 （ 张 杰 等， ２０１１［５］；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６］）， 造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损失严重 （陈永伟和胡伟民， ２０１１） ［７］。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现有文献对创新效率的测算方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

讨， 但忽略了进口中间品这一具有创新效应的投入要素。 随着中间品贸易理论的不

断完善， 进口中间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

主要载体之一， 通过学习效应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８］、 水平效应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９］ 和价格效应 （ Ｍｅｌｉｔｚ ａｎｄ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 ［１０］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８［１１］； 张翊等， ２０１５［１２］； 黄新飞等， ２０１８［１３］ ）。 因此， 忽

视进口中间品要素及其价格扭曲研究创新效率， 可能存在较大偏误。
近年来， 一些文献已经开始关注要素市场扭曲对创新的影响。 如张杰等

（２０１１） 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样本进行研究， 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企业研发投

入， 并在不同特征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 戴魁早和刘友金 （２０１６） 利用中国高技

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认为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产业创新效率的提高。 白

俊红和卞元超 （２０１６） ［１４］使用中国分省份数据的研究显示， 要素市场扭曲是制约中

国创新生产活动及其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 但是， 上述研究尚未涉及制造业层面，
使用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也不能准确衡量单一要素价格扭曲程度。 近年来大量文献

探索了要素价格扭曲的测度方法， 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一是生产函数方法

（盛仕斌和徐海， １９９９［１５］；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１６］； 余东华等， ２０１８［１７］ ）； 二

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发展的方法， 主要包括成本函数方法 （Ｐａｒｋｅｒ， １９９５） ［１８］、 替

代弹性方法 （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 １９９５） ［１９］、 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 （ Ｚｈｕａｎｇ，
１９９６） ［２０］、 生产可能性边界估计方法 （郑毓盛和李崇高， ２００３） ［２１］。 这些文献仅从

企业和省级层面对资本、 劳动或能源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行了测算， 较少涉及中国

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层面的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同时没有将进口中间品要素纳入测算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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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献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验证了要素价格扭曲与全球价值链之间以及全球

价值链与创新之间存在的关系。 如张明志等 （２０１７） 认为要素价格扭曲会增加全

球价值链 “低端锁定” 的风险，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工资扭曲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

的扩大。 王玉燕等 （２０１４） ［２２］利用工业行业面板数据， 通过实证发现全球价值链嵌

入与技术进步呈现倒 Ｕ 型关系。 张杰和郑文平 （２０１７） ［２３］ 通过理论分析， 发现全

球价值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然而， 尚未有文献直接探讨要素价格扭

曲、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创新效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考察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

响。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 第一， 现有文献的理论模型主

要关注要素价格扭曲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却忽略了开放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这

一影响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 构建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的创

新效应模型， 深入探讨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影响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 从而拓展了研

发要素价格扭曲影响创新效率的理论模型； 第二， 在构建包含进口中间品要素的生

产函数的基础上，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准确衡量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

创新效率； 第三， 在考察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及其行业异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影响

的基础上， 本文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从而丰富了要素价格

扭曲影响创新效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

一、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４］、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 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本文构

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的产业创新效应模型， 从而说明研发要素价

格扭曲引致资源在行业之间的错配， 进而影响产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 为后文的

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一） 模型设定

假定新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 且每个企业仅生产一种新产品。
假定所有行业的企业研发时都使用研发资本、 研发劳动力和进口中间品三种要

素， 各种生产要素的总量都是外生给定的。
假定相同行业内企业生产函数相同， 企业为价格接受者。
（二） 模型构建

１ 行业生产问题

借鉴戴魁早和刘友金 （２０１６） 的方法， 本文设定所有行业的企业以包含进口

中间品要素的 Ｃ－Ｄ 生产函数生产新产品， 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代表性企业生产函数

如下：
Ｙｉｔ ＝ Ａｉｔ·Ｋ ｉｔ

αｉｔ·Ｌｉｔ
βｉｔ·Ｍｉｔ

γｉｔ （１）
其中， Ｙ 表示新产品产出； Ａ 表示创新效率， 即创新过程的全要素生产率， 反映

除研发资本、 研发劳动力和进口中间品外的其他因素对新产品产出的贡献； Ｋ 表示

研发资本； Ｌ表示研发劳动力；Ｍ表示进口中间品； α 、 β和 γ分别表示新产品产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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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要素、 劳动力要素和进口中间品要素的贡献份额。 假设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

变的， 即 α ＋ β ＋ γ ＝ １。
本文参考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 的研究， 认为企业面临的研发要素价格是扭

曲的且以从价税的方式体现， 同时假设产品市场的价格没有扭曲， 则代表性研发企

业的利润方程为：
πｉｔ ＝ ｐｉｔＹｉｔ － （１ ＋ τｋｉｔ）ｐｋｉｔＫ ｉｔ － （１ ＋ τｌｉｔ）ｐｌｉｔＬｉｔ － （１ ＋ τｍｉｔ

）ｐｍｉｔ
Ｍｉｔ （２）

其中， ｐｉｔ 是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产品价格， ｐｋｉｔ 、 ｐｌｉｔ 和 ｐｍｉｔ
分别是竞争性条件下行业

ｉ 在时间 ｔ的研发资本、 研发劳动力和进口中间品的价格水平， τｋｉｔ 、 τｌｉｔ 和 τｍｉｔ
分别表

示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研发资本、 研发劳动力和进口中间品的 “扭曲税”。 根据整个经

济的研发产出等于每个行业研发产出的总和， 并且假设社会最终产品是经济中的计价

物， 价格为 １， 以及研发要素的总量都是外生给定的假设， 可知资源约束条件如下：

Ｙｔ ＝ ∑
Ｎ

ｉ ＝ １
ｐｉｔＹｉｔ ，∑

Ｎ

ｉ ＝ １
Ｋ ｉｔ ＝ Ｋ ｔ ，∑

Ｎ

ｉ ＝ １
Ｌｉｔ ＝ Ｌｔ ，∑

Ｎ

ｉ ＝ １
Ｍｉｔ ＝ Ｍｔ （３）

根据式 （１）、 式 （２） 和式 （３）， 可得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的竞争均衡解：

Ｋ ｉｔ ＝
ｐｉｔαｉｔＹｉｔ

（１ ＋ τＫｉｔ
）ＰＫｔ

Ｋ ｔ ∑ ｊ

ｐ ｊｔα ｊｔＹ ｊｔ

（１ ＋ τＫ ｊｔ
）ＰＫｔ

， Ｌｉｔ ＝
ｐｉｔβｉｔＹｉｔ

（１ ＋ τＬｉｔ）ＰＬｔ

Ｌｔ ∑ ｊ

ｐ ｊｔβ ｊｔＹ ｊｔ

（１ ＋ τＬｊｔ）ＰＬｔ

，

Ｍｉｔ ＝
ｐｉｔγｉｔＹｉｔ

（１ ＋ τＭｉｔ
）ＰＭｔ

Ｍｔ ∑ ｊ

ｐ ｊｔγ ｊｔＹ ｊｔ

（１ ＋ τＭ ｊｔ
）ＰＭｔ

（４）

为了进一步分析， 本文借鉴陈永伟和胡伟民 （２０１１） 的方法， 定义体现资源

使用成本绝对值信息的绝对扭曲系数以及体现资源使用成本相对信息的相对扭曲系

数。 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研发资本、 研发劳动力和进口中间品的绝对扭曲系数 （ γ
·
）

和相对扭曲系数 （ γ∧ ） 分别如下：

γＫｉｔ

· ＝ １
１ ＋ τＫｉｔ

， γＬｉｔ
· ＝ １

１ ＋ τＬｉｔ

， γＭｉｔ

· ＝ １
１ ＋ τＭｉｔ

（５）

γＫｉｔ

∧ ＝
γＫｉｔ

·

∑
Ｎ

ｊ ＝ １

ｓ ｊｔα ｊｔ

αｔ

æ

è
ç

ö

ø
÷ γＫ ｊｔ

·
， γＬｉｔ

∧ ＝
γＬｉｔ
·

∑
Ｎ

ｊ ＝ １

ｓ ｊｔβ ｊｔ

βｔ

æ

è
ç

ö

ø
÷ γＬｊｔ

·
， γＭｉｔ

∧ ＝
γＭｉｔ

·

∑
Ｎ

ｊ ＝ １

ｓ ｊｔγ ｊｔ

γｔ

æ

è
ç

ö

ø
÷ γＭ ｊｔ

·
（６）

其中， ｓｉｔ ＝ ｐｉｔＹｉｔ ／ Ｙｔ 指竞争均衡下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产值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产

值份额， αｔ ＝∑
Ｎ

ｉ ＝ １
ｓｉｔαｉｔ ， βｔ ＝∑

Ｎ

ｉ ＝ １
ｓｉｔβｉｔ 和 γｔ ＝∑

Ｎ

ｉ ＝ １
ｓｉｔγｉｔ 分别指产出加权的研发资本、 研

发劳动力和进口中间品的贡献值。
根据式 （４） 和式 （６）， 可得：

Ｋ ｉｔ ＝
ｓｉｔαｉｔ

αｔ
γＫｉｔ

∧ Ｋ ｔ ， Ｌｉｔ ＝
ｓｉｔβｉｔ

βｔ
γＬｉｔ
∧ Ｌｔ ， Ｍｉｔ ＝

ｓｉｔγｉｔ

γｔ
γＭｉｔ

∧ Ｍｔ （７）

其中，
ｓｉｔαｉｔ

αｔ
表示研发资本有效配置时， 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使用研发资本的理论比

例，
ｓｉｔβｉｔ

βｔ
和

ｓｉｔγｉｔ

γｔ
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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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全球价值链参与和产业创新效率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能够通过中间品效应、 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其资

本效率、 劳动效率和技术效率， 从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孙学敏和王杰，
２０１６［２５］； 吕越等， ２０１７［２６］）。 在市场扭曲环境下， 收益生产率比自然生产率更能

反映出企业或行业的效率 （Ｆｏ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２７］。 因此， 本文选择收益生产率作

为创新效率的衡量指标：
ＴＦＰＲ ｉｔ ＝ （１ ＋ φ）Ａｉｔｐｉｔ （８）

其中， φ 表示代表性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时增加或减少的生产率。
综合式 （１）、 式 （７） 和式 （８）， 研发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出 （ ＭＲＰＫ ）、 研发

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出 （ ＭＲＰＬ ） 和进口中间品的边际收益产出 （ ＭＲＰＭ ） 及其

与 ＴＦＰＲ ｉｔ 的关系分别如下：

ＭＲＰＫ ｉｔ
＝ αｉｔ

ｐｉｔＹｉｔ

Ｋ ｉｔ

＝
αｔＹｔ

γＫｉｔ

∧ Ｋ ｔ

， ＭＲＰＬ ｉｔ
＝ βｉｔ

ｐｉｔＹｉｔ

Ｌｉｔ

＝
βｔＹｔ

γＬｉｔ
∧ Ｌｔ

，

ＭＲＰＭ ｉｔ
＝ γｉｔ

ｐｉｔＹｉｔ

Ｍｉｔ

＝
γｔＹｔ

γＭｉｔ

∧ Ｍｔ

（９）

ＴＦＰＲ ｉｔ ＝
（１ ＋ φ）

αｉｔ
αｉｔβｉｔ

βｉｔγｉｔ
γｉｔ
ＭＲＰＫ ｉｔ

αｉｔＭＲＰＬ ｉｔ
βｉｔＭＲＰＭ ｉｔ

γｉｔ （１０）

根据式 （５）、 式 （６）、 式 （ ９） 和式 （ １０） 可知， 研发要素的 “扭曲税”
（ τｋｉｔ 、 τｌｉｔ 和 τｍｉｔ

） 影响其边际收益产出， 从而影响产业收益生产率。 此外， 收益

生产率也与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研发要素对新产品产出的贡献份额有关。 综合以

上可得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 １：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对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与其对产出的贡献份额相关。
假设 ２：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够影响产业创新效率。
假设 ３：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能够通过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产业创新效率。

二、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中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全球价值链参与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

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 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ｌｎｔｉｅｉｔ ＝ β０ ＋ ∑
３

ｊ ＝ １
β ｊ ｌｎτｉｔ ＋ β４ ｌｎｇｖｃｉｔ ＋ ｌｎｇｖｃｉｔ × ∑

７

ｒ ＝ ５
βｒτｉｔ ＋ ∑

１１

ｖ ＝ ８
βｖ ｌｎｃｖ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１）
其中， ｉ 表示行业； ｔ 表示时间； ｔｉｅ 表示创新效率； τ 表示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程

度， 包括研发资本价格扭曲程度 τｋ 、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 τｌ 和进口中间品价

格扭曲程度 τｍ ； ｇｖｃ 表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ｃｖ 表示控制变量， 包括行业规模

（ ｔｉｓ ）、 所有制结构 （ ｔｏｓ ）、 外资参与度 （ ｔｆｄ ） 和行业外向度 （ ｔｉｏ ）； β 为待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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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ｕ 为个体效应； η 为时间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测度

１ 产业创新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相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具有避免主观设定生产函数的优

势， 因此本文选取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创新效率。 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创新

效率需要确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其中， 创新产出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衡量。
创新投入包括 Ｒ＆Ｄ 人员、 Ｒ＆Ｄ 资本存量和进口中间品。 其中， Ｒ＆Ｄ 人员采用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衡量； 进口中间品采用中间品进口量衡量； Ｒ＆Ｄ 资本存量采用

永续盘存法进行核算。 具体如下：
Ｋ ｉｔ ＝ Ｅ ｉ， ｔ －１ ＋ （１ － δ）Ｋ ｉ， ｔ －１ （１２）

其中， ｉ和 ｔ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 Ｋ 表示 Ｒ＆Ｄ 资本存量； Ｅ 表示实际 Ｒ＆Ｄ 经费

支出； δ 表示折旧率， 取值为文献中广泛使用的 １５％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８０） ［２８］。 本文运

用朱平芳和徐伟民 （２００３） ［２９］构造的 Ｒ＆Ｄ 支出价格指数， 以 ２００３ 年为基期， 对实

际 Ｒ＆Ｄ 经费支出进行平减。 在假设 Ｒ＆Ｄ 资本存量与实际 Ｒ＆Ｄ 经费支出的平均增

长率相等的基础上， 基期 Ｒ＆Ｄ 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可表示为： Ｋ ｉ０ ＝ Ｅ ｉ０ ／ （ｇ ＋ δ） ，
其中 ｇ 为实际 Ｒ＆Ｄ 经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

根据测算结果可知， 中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存在行业异质性。 从行业分布来看，
不同行业之间的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异， 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

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年均值为 ０ ３９８１， 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年均值为 ０ ９００４。
从发展趋势看， 中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间具有波动趋势， 同时根据

图 １ 可知， 核密度图随时间推移不断向右移动， 波峰位置不断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中国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总体水平在不断上升。

图 １　 核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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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生产函数方法测度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 但该测算

方法涉及的要素价格不易获取， 从而造成测算结果存在较大误差。 因此， 为了准确

衡量要素价格扭曲程度， 在构建包含进口中间品要素的 Ｃ－Ｄ 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本文考虑到绝对扭曲系数无法运用实际数据进行测度， 采用要素错配程度的相对扭

曲系数进行替代， 根据式 （７） 可得：

γ＾ Ｋｉｔ
＝

Ｋ ｉｔ

Ｋ ｔ

æ

è
ç

ö

ø
÷ ／

ｓｉｔαｉｔ

αｔ

æ

è
ç

ö

ø
÷ ， γ＾ Ｌｉｔ ＝

Ｌｉｔ

Ｌｔ

æ

è
ç

ö

ø
÷ ／

ｓｉｔβｉｔ

βｔ

æ

è
ç

ö

ø
÷ ， γ＾ Ｍｉｔ

＝
Ｍｉｔ

Ｍｔ

æ

è
ç

ö

ø
÷ ／

ｓｉｔγｉｔ

γｔ

æ

è
ç

ö

ø
÷ （１３）

其中，
Ｋ ｉｔ

Ｋ ｔ
表示行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研发资本占所有行业研发资本总量的实际比例，

Ｌｉｔ

Ｌｔ
和

Ｍｉｔ

Ｍｔ
与之类似。

为了估算式 （１３） 中研发资本、 研发劳动力和进口中间品的贡献份额， 本文

在式 （１） 的基础上， 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ｌｎＹｉｔ ＝ ｌｎＡｉｔ ＋ αｉｔＫ ｉｔ ＋ βｉｔＬｉｔ ＋ γｉｔＭ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４）

其中， Ｙ 表示新产品产出， 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平减的新产品销售收入

衡量； Ａ 表示创新效率； Ｋ 表示研发资本， 用以永续盘存法测算的 Ｒ＆Ｄ 经费内部支

出衡量； Ｌ 表示研发劳动力， 用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 Ｍ 表示进口中间品， 用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平减的中间品进口量衡量； α 、 β 和 γ 分别表示新产品产出

中研发资本要素、 研发劳动力要素和进口中间品要素的贡献份额。
考虑到制造业存在的行业异质性 （刘冬冬等， ２０１７） ［３０］可能引致各行业研发要

素的产出份额不同， 同时结合 “参数不变” 的检验， 本文利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

法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得到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研发要素贡献份额。 结合式

（５）、 式 （１３） 和式 （１４） 可测算研发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 根据测算结果可知，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研发要素价格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正向扭曲和负向扭曲， 这也证实

了杜思正等 （２０１６） ［３１］的研究结论。 大多数时期研发劳动力价格和进口中间品价格

扭曲程度均高于研发资本扭曲程度， 这与余东华等 （２０１８） 的部分研究结论类似。
由于研发要素价格存在正向扭曲或负向扭曲， 即研发要素价格存在高于或低于正常

水平两种情况， 为使回归方向一致， 本文对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做绝对值处理

（季书涵等， ２０１６［３２］； 白俊红和刘宇英， ２０１８［３３］）， 数值越大， 表示研发要素价格

扭曲程度越大， 即研发资源错配情况越严重。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负， 表明研发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了创新效率的提升。 反之， 表明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有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
３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根据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３４］的研究可知，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包括前向参与度和后

向参与度两个指标。 其中， 前向参与度指企业与其上游企业进行全球价值链活动获

得的增加值占其整体增加值的份额； 后向参与度指企业与其下游企业进行全球价值

链活动获得的增加值与其最终品产量的比值。 上述两个指标的数值越大， 均表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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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 为全面反映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现状， 本文用全球价

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之和衡量①。 具体如下：

ＧＶＣＰｔ＿ ｆｉｔ ＝
Ｖ＿ ＧＶＣ ｉｔ

Ｖａ′ｉｔ
＝
Ｖ＿ ＧＶＣ＿ Ｓｉｔ

Ｖａ′ｉｔ
＋
Ｖ＿ ＧＶＣ＿ Ｃ ｉｔ

Ｖａ′ｉｔ
（１５）

ＧＶＣＰｔ＿ ｂｉｔ ＝
Ｙ＿ ＧＶＣ ｉｔ

Ｙ′ｉｔ
＝
Ｙ＿ ＧＶＣ＿ Ｓｉｔ

Ｙ′ｉｔ
＋
Ｙ＿ ＧＶＣ＿ Ｃ ｉｔ

Ｙ′ｉｔ
（１６）

其中， ＧＶＣＰｔ＿ ｆ 表示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Ｖａ′ 表示增加值； Ｖ＿ ＧＶＣ 表示中

间品出口的增加值； Ｖ＿ ＧＶＣ＿ Ｓ 表示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值；
Ｖ＿ ＧＶＣ＿ Ｃ 表示重复进出口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值； ＧＶＣＰｔ＿ ｂ 表示全球价值链后向参

与度； Ｙ′ 表示最终品； Ｙ＿ ＧＶＣ 表示中间品进口的增加值； Ｙ＿ ＧＶＣ＿ Ｓ 表示用于国内

生产的中间品进口的增加值； Ｙ＿ ＧＶＣ＿ Ｃ 表示出口产品中含有的中间品进口的增

加值。
４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可知， 产业可能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面临不同的创新环境， 通过

外资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具有出口学习效应， 因此行业规模、 所有制结构、 外资参

与度和行业外向度是产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吴延兵， ２００６［３５］； 李平等，
２００７； 戴魁早和刘友金， ２０１６）。 因此， 本文选取上述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同

时， 借鉴黄凌云等 （２０１８） ［３６］ 的方法， 本文用行业企业数衡量行业规模 （ ｔｉｓ ）；
用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衡量所有制结构 （ ｔｏｓ ）； 用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比重

衡量外资参与度 （ ｔｆｄ ）； 用出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衡量行业外向

度 （ ｔｉｏ ）。
（三） 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１４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②。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３ 年作为研究起点和 １４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原因在于， 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标准在 ２００３ 年前后存在较大差异， 同时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版） 中的行业分类进行匹配， 避免因统计口径不一致和数据缺失问题引致实证结

果存在较大偏误。 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

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和 ＷＩＯＤ 数据库。
此外，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创新效率的

关系， 本文绘制了对应的散点图、 线性回归曲线、 二次回归曲线和核密度回归线，
结果如图 ２ 所示。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 不同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９１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全球价值链

①

②

数据来源：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１４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包括：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

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

业； 医药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

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散点的分布均具有远离 ０ 的趋势， 说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程

度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程度、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别与创

新效率的核密度回归曲线具有围绕线性回归曲线波动的趋势， 说明变量间的线性回

归结果可以解释部分非参数回归结果。 从线性回归曲线可以看出， 研发资本价格扭

曲、 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与创新效率的拟合直线均向右下方倾斜， 表明它们之间可

能存在负相关关系。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创新效率的拟合直

线基本呈现水平趋势， 因此其相关关系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从二次回归曲线可以看

出，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创新效率基本不存在 Ｕ 型关系。

图 ２　 核心变量的散点图、 线性回归曲线、 二次回归曲线和核密度回归线

三、 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１ 显示了基于式 （１１） 回归的研发要素价格扭曲程度、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及两者交互项对创新效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同时考虑扰动项的组间异方

差、 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情况， 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

计。 在基准回归结果中， 模型 １—模型 ３ 没有考虑控制变量， 模型 ４—模型 ６ 控制

了影响创新效率的行业规模 （ ｌｎｔｉｓ ）、 所有制结构 （ ｌｎｔｏｓ ）、 外资参与度

（ ｌｎｔｆｄ ） 和行业外向度 （ ｌｎｔｉｏ ） 等控制变量。 从模型 １—模型 ６ 可知， 核心解释

变量的正负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 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现象。
从模型 ２ 和模型 ５ 可知， 无论是否控制影响创新效率的控制变量， 研发资本价

０２１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格扭曲 （ ｌｎτｋ ） 的估计系数、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 ｌｎτｌ ） 的估计系数、 进口中

间品价格扭曲 （ ｌｎτｍ ） 的估计系数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ｌｎｇｖｃ ） 的估计系数分

别显著为负、 显著为正、 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 表明研发资本价格扭曲和进口中间

品价格扭曲均抑制了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有助于制造业创

新效率的提升， 这与白俊红和卞元超 （２０１６） 认为的区域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负

向影响创新效率的结论存在差异， 这可能与行业异质性有关，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能

够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ｌｎτｋ

ｌｎτｌ

ｌｎτｍ

ｌｎｇｖｃ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ｋ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ｌ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ｍ

ｌｎｔｉｓ

ｌｎｔｏｓ

ｌｎｔｆｄ

ｌｎｔｉｏ

行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观测值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２２１∗∗∗

（－４ ３７） （－１ ９８） （－２ ４９） （－３ ３０） （－８ ７０） （－３ ０１）
０ ０３７２∗∗∗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４３４∗∗∗ ０ ０４０９∗∗∗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４１７∗∗∗

（７ ０５） （８ １０） （５ ５７） （６ ０５） （１０ ７７） （３ ７８）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３４６∗∗∗ －０ ０４１９∗∗∗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４５９∗∗∗

（－８ ００） （－８ １５） （－７ ０３） （－６ ４４） （－５ ６８） （－６ ８６）
０ ３９４１∗∗∗ ０ ４９９０∗∗∗ ０ ４４７２∗∗∗ ０ ５３３５∗∗∗

（８ １０） （８ ６１） （７ １３） （６ ６９）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５１２∗∗∗

（－２ ５５） （－３ ３５）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５３０∗

（２ ３５） （１ ８８）
－０ １５４５∗∗∗ －０ １７８１∗∗∗

（－１０ ８１） （－８ ７０）
０ １１６６ －０ ０６９ ０ １６０３∗

（１ ３１） （－０ ９５） （１ ９５）
－０ ０６３９∗∗∗ －０ ０５７６∗∗ －０ ０５１４∗∗

（－３ ７０） （－２ ５４） （－２ １７）
０ １２５８∗∗∗ ０ ０４４３ ０ ０４８４

（４ ０７） （１ ６４） （１ ４５）
－０ ０４７４∗∗∗ －０ １０３７∗∗∗ －０ ０６９２∗∗

（－２ ７８） （－３ ９５） （－２ ５７）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２７ ６２２７∗∗∗ ０ －４０ ８３２０∗∗∗ １５ ９６１２ －２７ ２０１４∗∗∗ １ ７０１１
（－７ ３２） （ ）（－６ ４４） （１ ０７） （－２ ７８） （０ １０）

１ ５７２ ８８∗∗∗ ４ ９７６ ４１∗∗∗ １ ９７０ ５４∗∗∗ １ ７２２ １３∗∗∗ ３ １５１ ３６∗∗∗ ４ ３３９ ５４∗∗∗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注： 括号内为 ｚ 值； ∗ｐ＜ ０ １，∗∗ｐ＜ ０ ０５，∗∗∗ｐ＜ ０ ０１。

从模型 ３ 和模型 ６ 可知， 无论是否控制影响创新效率的控制变量， 研发资本价

格扭曲 （ ｌｎτｋ ）、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 ｌｎτｌ ）、 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 （ ｌｎτｍ ）
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ｌｎｇｖｃ ） 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分别是显著为负、 显著为

正、 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 这与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的回归结果一致。 从研发要素价格

扭曲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交互效应来看，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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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应为
ｌｎｔｉｅ
ｌｎτ

＝ β ｊ ＋ βｒ ｌｎｇｖｃ 。 其中， 研发资本价格扭曲、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和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ｋ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ｌ 和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ｍ ） 分别是显著为负、 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 这说明研发

资本价格扭曲、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共

同对创新效率产生影响， 同时表明研发资本价格扭曲和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对制造

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会随着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增加而降低， 而研发劳动力价格

扭曲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却与之相反。 进一步分析可知， 基于均值角度的研发

资本价格扭曲、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和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边

际效应分别为 ０ ０３９０、 －０ ０２１６ 和 ０ １６６８， 说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每增加一个单

位， 研发资本价格扭曲和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降低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概率会下降

３ ９ 个百分点和 １６ ６８ 个百分点， 而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概

率会上升 ２ １６ 个百分点。 对比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进口中间

品价格扭曲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由于交互项的加入而

增强，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由 ０ ０３９７ 变为 ０ ０４１７； 进口中间品的估计

系数由 － ０ ０３６８ 变为 － ０ ０４５９；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估计系数由 ０ ４４７２ 变为

０ ５３３５。 研发资本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由于交互项的加入而减

弱， 研发资本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由－０ ０２６１ 变为－０ ０２２１。
在控制变量方面， 从模型 ６ 的回归结果可知， 行业规模 （ ｌｎｔｉｓ ） 和外资参与

度 （ ｌｎｔｆｄ ） 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不显著， 表明行业规模和外资参与度能够提升制

造业创新效率， 主要原因在于行业规模和外资参与度对于行业在资金实力、 人员素

质和管理水平方面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 有利于实现创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从而提升创新效率。 所有制结构 （ ｌｎｔｏｓ ） 和行业外向度 （ ｌｎｔｉｏ ） 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负， 说明所有制结构和行业外向度能够降低制造业创新效率， 这主要是由行

业所有制结构不完善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较低造成的。
（二） 稳健性检验分析

为了验证指标的变化不会影响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交互

项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 本文通过替换创新效率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进行稳

健性估计。 本文采用基于非径向 ＳＢＭ 模型的距离函数测算的创新效率进行回归，
运用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显示①， 研发资本价

格扭曲 （ ｌｎτｋ ）、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 ｌｎτｌ ）、 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 （ ｌｎτｍ ）
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ｌｎｇｖｃ ） 及其交互项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ｋ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ｌ 和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ｍ ）， 以及控制变量 （ ｌｎｔｉｓ 、 ｌｎｔｏｓ 、 ｌｎｔｆｄ 和 ｌｎｔｉｏ ） 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

性基本相同， 这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稳健可靠。
（三） 行业异质性分析

在研发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和正向扭曲两种情况下，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对创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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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影响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差异。 为此， 本文借鉴季书涵等 （２０１６）、 白俊红和刘

宇英 （２０１８） 的研究， 从不同研发要素角度， 按照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要素价格年均扭

曲程度， 将总体样本分为要素价格正向扭曲行业和负向扭曲行业两个子样本进行实

证研究。 同时， 本文借鉴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３７］的方法， 按技术水平将总体样本分为中

低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见表 ２， 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与基准回归结果存在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行业间要素数量分布不均衡引致的。

表 ２　 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研发资本 研发劳动力 进口中间品 技术水平

τｋ ＞０ τｋ ＜０ τ ｌ ＞０ τ ｌ ＜０ τｍ ＞０ τｍ ＜０ 中低技术 高技术

ｌｎτｋ

ｌｎτ ｌ

ｌｎτｍ

ｌｎｇｖｃ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ｋ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 ｌ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ｍ

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观测值

　 　 ０ ０５２６∗∗∗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２５７∗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３９０∗∗∗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１１３
（２ ７１） （－１ ７４） （０ １３） （－１ ８５） （－１ ７８） （－４ ６８） （－２ ８４） （０ ７７）
０ ０４５９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０７２ ０ １４５６∗∗∗ ０ １４２４∗∗∗ ０ ０５０４∗∗∗ ０ ０３３４ ０ ０３１７∗∗∗

（０ ９７） （３ １１） （－０ ５１） （６ ８４） （５ ５８） （３ ５８） （１ １３） （２ ９４）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３７７∗∗∗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５９０∗∗∗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５７６∗∗∗ －０ ０６０２∗∗∗

（－１ ８８） （－３ ２２） （０ ８８） （－２ ９８） （－４ ８１） （－０ ２８） （－４ ６０） （－２ ６９）
０ ５２１２∗ ０ ３４４５∗∗∗ ０ ２１０７ ０ １７７１ ０ ４８１４∗∗∗ ０ ０９１６ ０ ８６７４∗∗∗ ０ １７０９

（１ ９１） （３ ３７） （１ ２１） （１ ２５） （２ ８６） （０ ６０） （５ ８０） （０ ８０）
－０ ２０７８∗∗∗ －０ １３５１∗∗∗ ０ ２３３８∗∗∗ －０ ０７７６∗∗ ０ １５３５∗∗∗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５６７

（－３ ５９） （－３ ０２） （３ ５６） （－２ ５４） （３ １１） （－０ ９３） （－０ ９０） （０ ７６）
０ １８２０∗∗ －０ ０６８４ －０ ２７５７∗∗∗ ０ ２６４０∗∗∗ ０ １７６１∗∗ ０ ０９７８∗∗ ０ ２１３９∗∗∗ －０ １６２９∗∗∗

（２ ０４） （－１ １０） （－４ ０２） （５ ０７） （２ ２８） （２ ３８） （３ ０９） （－２ ６０）
－０ ０６６ －０ ２６５３∗∗∗ －０ ０６３１∗ －０ １６３０∗∗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４３９

（－０ ５５） （－９ ２２） （－１ ７６） （－２ ５３） （－０ ５３） （０ １０） （－０ ６１） （０ ２８）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１０９ ０５４１∗∗ －４ ８４９９ ７０ ８５４９∗ －２２ ７３１７ １３８ ０６０８∗∗∗ －３７ １０３２∗ －６ ５６８６ －８０ ５１５１∗

（－２ ５５） （－０ ２５） （１ ８７） （－０ ９９） （４ ２９） （－１ ６９） （－０ ３０） （－１ ６５）
７１ ４６∗∗∗ １１５１１ ７３∗∗∗ ８４５ ８６∗∗∗ ２４３ ８１∗∗∗ ３６６９ ０９∗∗∗ ５６５ １６∗∗∗ １９８ ４１∗∗∗ ６７８ ０４∗∗∗

４８ １２０ ６０ １０８ ７２ ９６ １０８ ６０

注： 括号内为 ｚ 值；∗ｐ＜ ０ １，∗∗ｐ＜ ０ ０５，∗∗∗ｐ＜ ０ ０１。

在研发资本价格正向扭曲行业中，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基

本相同， 但在研发资本价格负向扭曲的行业，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 ｌｎτｌ ）、 全球

价值链参与度 （ ｌｎｇｖｃ ） 及其交互项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ｍ ） 的估计系数， 却均为负且不

显著， 这说明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共同作用对制造业创新

效率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 主要原因在于， 研发资本是主要的跨境流动生产要素，
有助于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从而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 而在研发资

本价格负向扭曲的行业， 研发资本价格低于正常水平， 企业偏向于使用研发资本，
忽视了研发劳动力的作用， 引致研发劳动力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参与全球价值

链重构不能改善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
在研发劳动力价格正向扭曲行业， 研发资本价格扭曲 （ ｌｎτｋ ） 及其与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交互项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ｋ ）、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 ｌｎτｌ ） 及其与全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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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参与度交互项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ｌ ） 的估计系数分别是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 这说

明研发资本价格扭曲、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及其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共同作用对

创新效率的提升分别具有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 主要原因在于， 在研发劳动力价格

正向扭曲的行业， 研发劳动力的价格高于正常水平， 企业可能偏向于使用研发资

本， 从而促使研发资本得到高效率配置， 同时也引致研发劳动力的低效率配置。 在

研发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行业，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ｌｎｇｖｃ ） 的估计系数为负且不

显著， 这说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抑制创新效率的提升。 主要原因在于， 在研发劳动

力价格负向扭曲的行业， 研发劳动力的价格低于正常水平， 降低了研发人员的积极

性， 使企业无法有效吸收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的新技术， 从而引致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对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在进口中间品价格正向扭曲行业， 研发资本价格扭曲 （ ｌｎτｋ ） 及其与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交互项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ｋ ）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说明研发资本价格

扭曲及其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共同作用对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主要原

因在于， 在进口中间品价格正向扭曲的行业， 进口中间品价格高于正常水平， 企业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可能会选择性进口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间品， 发挥全球价

值链的创新效应， 带动研发资本要素的投入， 从而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 在进口中

间品价格负向扭曲行业， 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 （ ｌｎτｍ ） 及其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交互项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ｍ ） 的估计系数均是不显著为正， 表明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及

其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共同作用对创新效率的改善起着促进作用， 这主要是由于

在进口中间品价格负向扭曲的行业， 进口中间品价格低于正常水平， 使企业具有充

分的研发资本和研发劳动力， 能够有效吸收进口中间品中的先进技术， 从而促进进

口中间品的创新效应。
在中低技术制造业中，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同， 但

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与基准回归结果存在差异。 研发资本价格扭曲 （ ｌｎτｋ ） 及其与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交互项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ｋ ）、 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 （ ｌｎτｍ ） 及其与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交互项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ｍ ） 的估计系数均是不显著为正， 这说明高

技术制造业的研发资本价格扭曲、 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及其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

共同作用对创新效率的提升均具有促进作用。 主要原因在于， 高技术制造业对研发

资本和进口中间品的依赖性较强，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促使企业获得质量较高的研发

资本和进口中间品， 使企业有能力引进先进技术 （余东华等， ２０１８）， 从而促进创

新效率的提升。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 （ ｌｎτｌ ） 及其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交互项

（ ｌｎｇｖｃ × ｌｎτｋ ） 的估计系数均是显著为负，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及其与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的共同作用对创新效率的提升表现为抑制作用。 这主要是由高技术制造业中

研发劳动力的替代性较弱， 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引致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造成的。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构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影响创新效率的理论模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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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 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 利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

视角下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并考察其行业异质性。 主要研

究结论与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 中国制造业的研发资本价格、 研发劳动力价格和进口中间品价格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正向扭曲和负向扭曲， 且大多数时期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高于进口

中间品价格扭曲程度， 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程度高于研发资本价格扭曲程度。 为

此， 政府应该分层次改善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 通过减少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等

信贷歧视， 改善资金 “脱实向虚” 的局面。 在优化资本配置的同时， 政府应该积

极引导研发劳动力在行业间自由流动， 为进口中间品的创新效应营造良好的环境，
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而缓解各种研发资源配置不足和过度的情况， 提升资

源配置效率。
第二，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强了研发资本价格扭曲和进口中间品价格扭曲对制

造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 加强了研发劳动力价格扭曲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研

发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这一研究结论的

启示在于， 政府在制定提升创新效率的政策时， 不仅需要通过降低政府干预力度、
破除要素流动壁垒纠偏研发要素价格扭曲， 还需要考虑全球价值链升级对研发要素

价格扭曲和创新效率的影响。 在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过程中， 坚持并扩大

对外开放， 促进研发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实现全球价值链重构， 从而促进

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加速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进程。 同时， 通过健全要素

市场制度建设， 不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从而有效发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积极

作用。
第三， 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 行业规

模、 所有制结构、 外资参与度和行业外向度也影响创新效率的提升。 因此， 在政府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同时， 各行业应根据自身特征， 结合产业政策， 适度调整行

业规模；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降低国有资本比重， 优化所有制结构； 进一步完

善外商投资政策， 注重引进外资质量； 综合考虑国内外贸易环境， 适度调整进出口

关税， 发挥行业外向度的积极作用， 从而规避研发要素价格扭曲对创新效率产生的

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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