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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立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必

不可少的环节， 生产性投入进口与生产率乃至贸易利得的关系是当代国际经济学的

重要理论问题。 本文构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集 （其中垂直溢出的样

本区间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从水平影响和垂直溢出两个维度研究生产性投入进口对

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将资本品和中间品加以对比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资本品和中

间品进口虚拟变量、 种类都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提升， 中间品的影响更大； 两类

产品的前向和后向溢出均能提高生产率， 资本品溢出效应更明显。 上述结论在多重

稳健性检验及较好解决内生性情形下均成立。 生产性投入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因行业、 所有制和是否出口呈现差异， 通过技术外溢效应、 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

应发挥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及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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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贸易利得是国际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最新研究表明， 出口和进口皆可为贸易伙

伴国带来贸易利得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２０１０） ［１］。 伴随国际分工演进， 产品跨境流动不再

局限于体现消费需求的最终品， 更多表现为中间投入。 发展中国家往往次第选择以

消费品进口为主要内容的初级进口替代到以生产性投入进口为主要内容的高级进口

替代的循序渐进开放战略， 而中间品和资本品构成了生产性投入进口的基本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和一般贸易中初级进口替代向高级

进口替代的迈进， 中国制造不断嵌入全球价值链， 生产性投入进口与日俱增， 与生

产率的关系日渐成为探究进口贸易利得结构性源泉的重要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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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从最初的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 以及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建立， 充

分挖掘生产性投入进口带来的效率 （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方面， 生产性投入进口带来的产品多样化及进口竞争和进口产品技术扩

散促使企业改进效率； 另一方面， 国际分工格局转型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成的产

业关联影响了生产性投入进口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嬗变。 遗憾的是，
国内仅少数文献将中间品和资本品进行区分， 多数研究只关注中间品并将二者视

为同质， 纳入统一框架并进行对比分析的文献寥寥无几， 更鲜有文献综合深入挖

掘生产性投入进口的水平影响和垂直溢出， 全面考察对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复杂影响。
与既有研究不同，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构建理论模型。 根据中国进口

实践， 将中间品和资本品同时纳入理论框架， 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国内已有

研究多关注中间品或将资本品笼统计入投入品 （魏浩等， ２０１７［２］； 黄新飞等，
２０１８［３］）， 少数研究意识到了资本品在进口贸易中的关键地位 （张杰等， ２０１５） ［４］，
但始终停留在水平效应层面进行实证研究， 理论基础略显薄弱。 第二， 首次基于

投入－产出模型全面测算生产性投入进口的垂直溢出， 赋予生产性投入进口以新

的研究内涵。 在全球价值链日渐成为国际分工主导的背景下， 这将有利于更准确

理解技术进步通过产业关联形成的跨产业技术溢出， 为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提

供新的观察视角。 第三， 以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最新中国海关数据、 国

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 水平效应和垂直溢出样本区间分

别更新至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４ 年， 增强数据时效性， 克服以往多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海

关库与工业库匹配数据集的局限性。 第四， 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再笼统地归类为种

类、 数量等效应， 而是深入探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部机制， 结合中间品

和资本品的特征， 从技术外溢、 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三个途径加以梳理， 对已有

研究形成良好补充。

一、 文献综述

（一） 生产性投入进口与企业生产率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转变以及贸易开放的持续推进， 进口的促进效

应渐强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兴动力 （谷克鉴和陈福中， ２０１６） ［５］。 一类观点将

企业进口称为 “进口中学”， 认为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可以通过价格效应、 质量效

应、 数量效应、 种类效应、 学习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和激励创新等途径促进企业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 ［６］。 另一类观点则与之相反， 认为企

业进口是 “自选择” 行为， 加工贸易或许会对中国企业带来全球价值链 “俘获”
效应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７］。 生产性投入进口能否促进企业效率提升渐成学术讨论

热点。
最初的研究从产品或行业层面展开：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４） ［８］ 在不变替代弹性框架下

首次给出了进口种类估算方法，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估算了中国进口种类增长引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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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福利增长，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１） ［９］发现上游行业进口种类增加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

生产率。 随着微观数据可获得性增强， 更多研究从企业层面展开， 利用间接和直接两

种方式度量进口。 首先是间接度量方式， 已有文献多以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代表企业

进口增加， 并利用来自印度尼西亚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 印度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 ａｎｄ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１） ［１０］、 中国 （沈琪和周世民， ２０１４） ［１１］ 等国样本验证了关税下降对

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 其次是直接度量方式， 相关研究丰富， 测算方式多样化。 第

一， 用进口虚拟变量度量。 Ｋａｓａｈａｒａ 和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 （２００８） ［１２］发现了进口与企业生产率

的正相关关系。 黄新飞等 （２０１８） 实证检验了中间品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其随

着技术密集度提高而增强。 第二， 用进口金额、 进口中间品或资本品占总投入或总资

产比例度量。 张杰等 （２０１５） 从多角度检验了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规模对企业生产

率的影响， 肯定了促进效应的存在性及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 用进口产品质量

度量。 中间品体现国外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高技术水平， 往往代表更高的质量， 能显著

促进企业生产率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３［１３］； Ａｎｔｏｎｉａｄｅｓ， ２０１５［１４］ ）。 第四， 用

进口产品种类度量。 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 进口种类增加有利

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满足更高的技术标准， 来自发达国家中间品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更明显 （Ｂ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 ２０１４） ［１５］。 此外， 还有研究从进口来源地数量、 来源

地集中度等方面考察生产性投入进口与生产率的关系 （魏浩等， ２０１７）。
关于生产性投入进口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已有文献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但

是， 或许因为进口与生产率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而无法判断企业进口后具有的生产

率优势是否源自进口。 陈勇兵等 （２０１２） 认为企业从非进口转为进口状态可以显

著提高生产率， 然而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 固有的内生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黄新飞

等 （２０１８）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 但未报告 ＤＩＤ 阶段

控制变量结果， 无法确认 ＤＩＤ 项的显著差异是否由进口中间品以外的因素造成。
因此， 科学、 客观、 深入地认识生产性投入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复杂机制依然

是进口与贸易利得问题研究的新课题。
（二） 生产性投入进口与产业垂直溢出

一个行业获得的知识和技术不仅促进本行业技术进步， 还可以通过产业关联对

其他行业形成跨产业技术溢出， 亦称垂直溢出。 目前关于技术跨产业溢出的研究多

集中在由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通过产业链传导对上下游企业形

成的溢出。 根据溢出效应理论， 跨国公司与上下游企业分享技术和管理经验， 形成

逆向技术溢出的跨行业传导。 李磊等 （２０１８） ［１６］在行业层面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

垂直溢出指标， 考察对内资企业 “走出去” 的影响。 另有经验研究发现， 跨国投

资产生的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经常不一致， 后向溢出更显著 （ Ｂａｒｒｉ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１７］， 原因可能在于跨国公司希望从东道国获得高质量中间品供给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０） ［１８］。

事实上，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及国际分工向垂直专业化发展带动资源在全球范围

实现优化配置 （吕延方等， ２０１９） ［１９］， 产业融合和跨产业技术创新愈发明显， 隐含

了生产性投入进口可能通过产业关联对企业生产率形成垂直溢出。 一方面， 上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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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生产性投入进口学习新技术， 为下游行业提供多样化的高质量中间投入品，
提升下游企业竞争力； 另一方面， 下游行业通过进口生产性投入产品融入了国际生

产链， 增加了中间投入品来源， 与上游行业产品形成替代， 倒逼其改进技术、 提高

质量， 提升生产效率。 少数文献针对这一话题展开研究： Ａｌｔｏｍｏｎｔｅ 和 Ｂｅｋｅｓ
（２００９） ［２０］较早地从本行业和上游行业对进口中间品加以区分， 分别考察对企业生

产率的影响， 发现上游行业的生产率促进效应大于本行业； Ｏｌｐｅｒ 等 （２０１７） ［２１］ 指

出上游行业中间品进口渗透率增加能提高企业生产率。 上述研究似乎证明生产性投

入进口可通过价值链传导作用于企业生产率， 但我们必须看到， 依托投入－产出模

型衡量进口跨产业溢出始终未较好地融入进口研究框架。 “里昂惕夫逆矩阵” 的提

出为全球价值链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１９３６） ［２２］，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０１） ［２３］

首次引入 “垂直专业化” 概念， 开启了研究新篇章。 此后， 国内外诸多学者利用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不断进行新的尝试， 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 （吕
延方等， ２０１９）、 在全球生产链和需求链上的相对位置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ｍｕｒｓｈｏｅｖ，
２０１７［２４］； 沈鸿等， ２０１９［２５］） 等。 由此可见， 投入－产出模型是开展全球价值链研

究的重要工具， 以此为基础更能精确认识国内及国际产业间的关联， 反映产业间产

品消耗。 然而， 基于此视角对进口及生产性投入进口的研究都尚显匮乏。
毋庸置疑， 已有文献对生产性投入进口的贸易利得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视角，

但其缺陷不可忽视。 第一， 大多数研究只聚焦于中间品或将二者视为同质， 未从更加

细致的角度区分资本品与中间品， 探讨各自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 资

本品是进口品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

贡献不容忽视。 第二， 已有文献多限于进口与企业生产率相关关系， 很少兼顾理论模

型和实证检验对因果关系进行探讨， 更鲜有文献对进口的垂直溢出效应进行全方位阐

述和论证。 第三， 已有研究多将工业企业库和海关库进行匹配， 数据持续时间短， 未

纳入 ２００８ 年之后样本， 难以全面反映生产性投入进口对生产率的复杂影响。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１ 理论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 （Ｋａｓａ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 ２００８）， 同时考虑中国生产性投入进口

详情， 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来论证生产性投入进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式

（１） 为企业的生产率函数， 其中 Ｙｉｔ 为企业 ｉ 在 ｔ 时期的产出， Ｌｉｔ 为劳动力投入， ｋ（ω－ ）
为一系列资本品投入， ｘ（ω－ ） 为一系列中间品投入， βｌ ＞０、 βｋ ＞０ 和 βｘ ＞０ 分别是劳动

力、 资本品和中间品的配置参数， γ ＞１ 和 θ ＞１ 分别为资本品和中间品的替代弹性， δｉｔ
代表生产率冲击。

Ｙｉｔ ＝ ｅδｉｔＬβｌ
ｉｔ ∫Ｎ（ｇｉｔ）

０
ｋ （ω－ ）

γ－１
γ ｄ ω－[ ]

βｋγ

γ－１ ∫Ｎ（ｄｉｔ）
０

ｘ （ω－ ）
θ－１
θ ｄ ω－[ ]

βｘθ

θ－１ （１）

其中， Ｎ（ｇｉｔ） 和 Ｎ（ｄｉｔ） 分别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时期所使用资本品和中间品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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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ｔ 和 ｄｉｔ 分别表示企业是否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 若进口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Ｎ（ｄｉｔ） ＝ （１ － ｄｉｔ）Ｎｄｈｔ ＋ ｄｉｔＮｄｆｔ ， 其中 Ｎｄｈｔ 是本国市场生产的中间品种类， Ｎｄｆｔ 是

世界市场生产的中间品种类， Ｎｄｆｔ ＞ Ｎｄｈｔ 。 资本品设定参照中间品。
假设均衡时所有的资本品和中间品以对称的形式和数量进入生产函数， 使用量

均为 ｋ－ 和 ｘ－ ， 式 （１） 可化简为：

Ｙｉｔ ＝ ｅδｉｔ ［Ｎ（ｇｉｔ）］
βｋγ

γ－１ ［Ｎ（ｄｉｔ）］
βｘθ

θ－１Ｌβｌ
ｉｔ Ｋβｋ

ｉｔ Ｘβｘ
ｉｔ （２）

其中， Ｋβｋ
ｉｔ ＝ Ｎ（ｇｉｔ）ｋ

－
， Ｘβｘ

ｉｔ ＝ Ｎ（ｄｉｔ）ｘ
－
。 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 Ａｉｔ ＝

Ｙｉｔ

Ｌβｌ
ｉｔ Ｋβｋ

ｉｔ Ｘβｘ
ｉｔ

， 可

得式 （３） － （６）：
Ａｉｔ

ｇｉｔ

＝
ｅδｉｔｇｉｔβｋγ
γ － １

［Ｎ（ｄｉｔ）］
βｘθ

θ－１ ［Ｎ（ｇｉｔ）］
（βｋ－１）γ＋１

γ－１ （Ｎｇｆｔ － Ｎｇｈｔ） （３）

Ａｉｔ

ｄｉｔ

＝
ｅδｉｔｄｉｔβｘθ
θ － １

［Ｎ（ｇｉｔ）］
βｋγ

γ－１ ［Ｎ（ｄｉｔ）］
（βｘ－１）θ＋１

θ－１ （Ｎｄｆｔ － Ｎｄｈｔ） （４）

Ａｉｔ

Ｎｇｆｔ

＝
ｅδｉｔｇｉｔβｋγ
γ － １

［Ｎ（ｄｉｔ）］
βｘθ

θ－１ ［Ｎ（ｇｉｔ）］
（βｋ－１）γ＋１

γ－１ （５）

Ａｉｔ

Ｎｄｆｔ

＝
ｅδｉｔｄｉｔβｘθ
θ － １

［Ｎ（ｇｉｔ）］
βｋγ

γ－１ ［Ｎ（ｄｉｔ）］
（βｘ－１）θ＋１

θ－１ （６）

结合模型假设可知，
Ａｉｔ

ｇｉｔ
≥０，

Ａｉｔ

ｄｉｔ
≥０， 表明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与企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正相关。
Ａｉｔ

Ｎｇｆｔ
≥０ 和

Ａｉｔ

Ｎｄｆｔ
≥０ 说明， 企业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种类越多，

生产投入品种越丰富，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 因此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进口虚拟变

量和进口种类均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
２ 计量模型

基于理论分析， 本文试图构建计量模型加以验证。 不仅检验生产性投入进口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影响， 还聚焦产业关联视角， 检验生产性投入进口对上下游企

业形成的前向和后向溢出效应。
① 基础模型。 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 以资本品 （或中间品）

进口虚拟变量和进口种类为核心解释变量， 探讨生产性投入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

应， 并将两类商品对比分析。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ＴＦＰ ｉｔ ＝ α ＋ βＩＭｉｔ（Ｖａｒｉｅｔｙｉｔ） ＋ γＸ ｉｔ ＋ μｉｎｄ ＋ μｐｒｏｖ ＋ μｙｅａｒ ＋ εｉｔ （７）

其中， ｉ 表示企业， ｔ 表示年份， ＴＦＰ 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年份 ｔ 的全要素生产率 （取
对数）。 ＩＭｉｔ是进口虚拟变量， Ｖａｒｉｅｔｙｉｔ是进口种类 （取对数）， Ｘ ｉｔ表示控制变量，
μｉｎｄ 、 μｐｒｏｖ 和 μｙｅａｒ 分别用以控制行业、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α、
β、 γ 为待估计参数。

②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基础模型可以检验生产性投入进口与企业生产率的相

关关系， 但进口行为的 “自选择性” 易导致 “样本选择偏误”， 使得回归结果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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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不一致。 本文尝试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来控制企业进口的内生性。
首先， 构建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

Ｐ ｉ（Ｘ） ＝ Ｐｒ（ ＩＭｉｔ ＝ １ ｜ Ｘ ｉｔ） ＝ Ｆ｛ｈ（Ｘ ｉｔ）｝ （８）
其中， ＩＭｉｔ表示 ｉ 企业在 ｔ 年的资本品 （或中间品） 进口行为。 Ｘ ｉｔ为企业的特

征变量集合， ｈ （Ｘ ｉ） 为线性函数， Ｐ ｉ （Ｘ） 为倾向得分值。 在满足平衡性假设检

验和共同支撑假设检验的条件下， 按照处理组企业与对照组之间倾向得分值的相近

程度对两类企业样本进行配对。 回归结果基于 １ ∶ ３ 最近邻匹配方法。
为了进一步解决遗漏变量和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内生问题， 本文构建了双重差

分模型。 鉴于企业生产性投入进口的年份不同， 本文借鉴 Ｂｅｃｋ 等 （２０１０） ［２６］ 和吕

越等 （２０１８） ［２７］的思路， 选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估计方程如下：
ＴＦＰＰＳＭ

ｉｔ ＝ α ＋ β１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ｔ ＋ γＸ ｉｔ ＋ μｙｅａｒ ＋ μｉｎｄ ＋ μ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εｉｔ （９）
其中， Ｔｒｅａｔｉ为处理组， 若企业 ｉ 在观测期间有生产性投入进口行为， 则 Ｔｒｅａｔｉ

取 “１”， 否则为 “０”。 Ｐｏｓｔ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是否有进口记录， 若有则值为 “１”，
反之则为 “０”。 其他变量定义参考式 （７）， β１ 是核心参数。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对生产性投入进口的水平影响和垂直溢出效应分别进行检

验。 水平影响检验将 ＯＬＳ 与 ＰＳＭ－ＤＩＤ 相结合， 考察进口虚拟变量和进口种类对生

产率的影响。 垂直溢出效应检验模型设置参考式 （７）， 主要被解释变量为进口的

垂直溢出， 又分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
（二） 变量定义

１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反映企业将各类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效率。 传统的测

算方法利用 Ｃ－Ｄ 函数计算 “索罗残差 （Ｓｏｌｏｗ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 但会造成 “同步性偏

误” 和 “选择性偏误”。 本文选择 ＬＰ 生产率估计方法， 从中间品投入角度出发，
不仅缓解了生产率和要素投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还可根据研究问题和数据特点灵

活选择代理变量。 另外， 还采用 ＡＣＦ 生产率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２ 主要解释变量

① 进口虚拟变量 （ ＩＭ）。 若发生进口， 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将资本品

（ ＩＭ１） 和中间品 （ ＩＭ２） 分别核算。
② 进口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ｙ）。 将海关库中商品的 ＨＳ８ 位编码加总为 ６ 位， 再将 ＨＳ６

位编码与国际通用的 ＢＥＣ 分类编码相对应， 识别中间品和资本品， 计算企业当年

进口商品种类并取对数②。
③ 垂直溢出。 各企业都处于全球价值链或供应链的某个环节， 通过产业关联

对上下游企业产生垂直溢出， 又分为前向溢出 （ＦＬ） 和后向溢出 （Ｂ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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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ＣＦ 和 ＬＰ 估计过程均涉及企业总产出、 资本和劳动投入， 参考上市公司生产率测算中的惯常做法

（朱荃和张天华， ２０１５） ［２８］ ， 以主营业务收入表示总产出， 以员工人数和固定资产净值分别作为劳动和资本

投入的代理变量。
根据 ＢＥＣ 分类， “１１１” “１２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３２２” “４２” “５３” 八类商品属于中间品， 由于本文

未考虑能源投入， 剔除 “３１” 和 “３２２” 两类。 ＢＥＣ 代码为 “４１” 和 “５２１” 的商品是资本品。



前向溢出系数的测算方法如下：

ＦＬ＿ ｉｍ１ ＝ Ｉｎｐｕｔ ｊｔ × ｉｍｐｏｒｔ１ ， 其中 Ｉｎｐｕｔ ｊｔ ＝ ∑
ｎ

ｋ ＝ １
ｂｄ
ｊｋｔ ／

１
ｎ∑

ｎ

ｊ ＝ １
∑

ｎ

ｋ ＝ １
ｂｄ
ｊｋ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０）

其中， Ｉｎｐｕｔ ｊ ｔ是投入产出表中 ｊ 行业在 ｔ 年对下游行业的需求感应程度， 即感应

度系数。 ｉｍｐｏｒｔ１是 ｊ 行业在 ｔ 年的生产性投入进口金额与行业总进口之比。 ＦＬ＿ｉｍ１

即为生产性投入进口对下游企业的前向溢出。 本文还利用进口企业劳动人数占比计

算前向溢出①， 获得 ＦＬ＿ｉｍ２。
后向溢出系数的测算方法如下：

ＢＬ＿ ｉｍ１ ＝ Ｏｕｔｐｕｔｋｔ × ｉｍｐｏｒｔ１ ， 其中 Ｏｕｔｐｕｔｋｔ ＝ ∑
ｎ

ｊ ＝ １
ｂｄ
ｊｋｔ ／

１
ｎ∑

ｎ

ｊ ＝ １
∑

ｎ

ｋ ＝ １
ｂｄ
ｊｋｔ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１）

其中， Ｏｕｔｐｕｔｋ ｔ是投入产出表中 ｋ 行业对上游行业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
即影响力系数。 ＢＬ＿ｉｍ１是生产性投入进口对上游企业的后向溢出。 ＢＬ＿ｉｍ２为利用就

业人数计算所得的后向溢出。
３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参照了国内外研究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 （任胜

钢等， ２０１９［２９］； 郑宝红和张兆国， ２０１８［３０］ ）， 最终选择了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现金流量比、 负债比率、 人均资本投入和留存收益②。

（三）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涉及三套数据： 第一套数据来自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涵盖沪

深两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上市公司， 提供了企业所属地区、 行业及财务信息等完整特

征指标； 第二套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 记录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企业通关的交易数

据； 第三套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提供了 ４０ 个国家或经济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连续 １５ 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③。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水平影响

１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回归， 检验进口虚拟变量和进口产品种类

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将资本品和中间品分开以便对比分析。 表 １ 列 （１） 至列

（４） 为资本品回归结果， 随着加入年份、 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进口虚拟变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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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磊等 （２０１８） 利用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劳动人数占比计算前向和后向溢出。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选取、 测算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数据处理细节如下： 首先， 将海关库中的月度数据加总为年度数据， 再根据 ＨＳ６ 位编码与 ＢＥＣ 对照表

识别资本品和中间品； 接着， 利用 “企业名称” 将海关库与上市企业匹配， 剔除金融类、 ＳＴ 类以及关键财

务指标等缺失的样本； 最后， 由于 ＷＩＯＤ 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参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
２０１１） ） 不统一， 需要先将二者分别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ＩＳＩＣ Ｒｅｖ４ ０） 相对应， 再进行匹配， 计算产业关

联系数， 以便最终与企业数据匹配， 测算垂直溢出指标。 另外， 由于 ＷＩＯＤ 只更新至 ２０１４ 年， 检验垂直溢出

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而检验水平影响的样本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



进口种类的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企业生产率正相关。
列 （５） 至列 （８） 为中间品检验结果， 与资本品类似。 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和中

间品是技术形成国际溢出的重要途径： 企业利用中间品中的高技术零部件生产高质量产

品， 带来价值生产率提升； 资本品通常技术含量高， 具有生产专用性和规模经济性特

点， 进口产品质量高于国内资本品， 对生产率促进效应显著， 这也是 Ｓｏｌｏｗ 经济增长模

型指出的技术进步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６２）［３１］。 同时， 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形成替代， 进口种类

增加可以增强进口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议价能力， 节约成本， 提升生产效率。 另外， 无论

是进口虚拟变量， 还是进口种类， 中间品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均高于资本品， 原因可能在

于我国中间品进口种类的数量和进口规模均显著高于资本品， 通过学习效应、 技术溢

出效应以及成本节约效应等对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更加明显①。

表 １　 生产性投入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影响———ＯＬＳ

变量
资本品 中间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Ｍ ０ １０６∗∗∗ ０ ０４４∗∗∗ ０ １３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Ｖａｒｉｅｔｙ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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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省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行业固定效应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样本量 ２５ ４９９ ２５ ４９９ ２５ ４９９ ２５ ４９９ ２５ ４９９ ２５ ４９９ ２５ ４９９ ２５ ４９９

注： 括号内表示标准误；∗∗∗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２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再回归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真实有效， 本文继续将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相结合， 重新评估生产性投入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 ２。 逐步增加

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 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之后， 资本品和中间品的交互项

（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系数始终显著为正， 中间品系数超过资本品。 无论是否控制企业自选择

问题， 生产性投入进口均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 中间品的促进效应大于资本品。

表 ２　 生产性投入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ＰＳＭ－ＤＩＤ

变量
资本品 中间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 １９３∗∗∗ ０ １３８∗∗∗ ０ ０４４∗∗∗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７∗∗∗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控制变量 Ｎ　 　 　 Ｙ　 　 　 Ｙ　 　 　 Ｎ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Ｎ　 　 　 Ｙ　 　 　 Ｙ　 　 　 Ｎ　 　 　 Ｙ　 　 　
样本量 ２０ ５４５ ２０ ５４５ ２０ ５４５ １８ １４５ １８ １４５ １８ １４５

注： 括号内表示标准误； ∗∗∗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固定效应包含年份、 省份和行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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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完整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３ 稳健性检验①

进口行为的 “自选择性” 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潜在 “同步性” 使得被

解释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导致内生性问题。 为了缓解

内生性的潜在影响， 本文综合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并控制

了省份、 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尽管如此，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稳健， 本文构建了两

个工具变量， 一是地区－行业均值 （ＩＶ１）， 二是参考郑亚莉等 （２０１７） ［３２］ 的方法，
对进口产品关税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企业层面进口关税 （ＩＶ２），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回归。 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回归结果显示， 进口种类越多， 企业生产率越高， 中

间品的促进效应更大。 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 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本文还采取如下方法作出一系列检验： 一是变换研究方法， 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

法②以解决样本 “自选择偏误”； 二是用 ＡＣＦ 法重新测算企业生产率， 替换 ＬＰ 生

产率， 重复前文回归过程； 三是考虑企业生产率可能受前一期影响， 借鉴张杰等

（２０１５） 的方法， 在模型中加入生产率滞后项， 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生产率的促

进效应依然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各项检验结果均支持前文结论， 表明本文估计结果稳健。 可以得出， 进口资本

品和中间品、 增加进口种类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 中间品的提升效应更大。
（二） 垂直溢出

企业通过进口参与到国际分工， 成为全球供应链一环， 并通过前向和后向产业

关联对上下游企业产生垂直溢出。
１ 前向溢出

上游企业从生产性投入进口中获得技术扩散， 通过向下游企业提供中间品和服

务产生技术转移， 形成前向溢出。 回归方程参考式 （７）， 回归结果见表 ３ 列 （１）
至列 （４）。 溢出指标从进口金额和就业人数两个维度构建， 在一定程度保证了

回归结果稳健。 结果表明， 生产性投入进口前向溢出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原因分析： 一方面， 上游企业从海外进口高技术资本品 （或中间品），
通过 “学习效应” 获得技术外溢， 为下游企业提供多样化、 高质量的中间品投

入， 有利于下游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 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形成替代，
上游企业从海外进口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 为下游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产品， 降

低了下游企业生产成本， 缓解融资约束， 为提高生产率创造条件。 另外， 与水平

影响不同， 资本品前向溢出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大于中间品。 资本品技术含量普

遍较高， 上游企业进口高技术水平设备， 更容易将技术溢出通过供应链传导至下

游企业。

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经贸论坛

①

②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考察了进口虚拟变量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保证了回归结果稳健。 此处稳健性检验主要针

对进口种类。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基本步骤为： 第一步， 选择方程估计。 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 “１” 代表发生进口， “０” 代表未发

生， 解释变量包括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度等， 估计模型选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第二步， 将第一步得到的

逆米尔斯比率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ＩＭＲ） 代入主回归方程， ＩＭＲ 回归系数显著， 说明样本存在 “自选择偏

误”， 采用两步法所得结果可修正偏误。



２ 后向溢出

上游企业为下游企业提供中间品， 获得后向溢出， 即下游企业从上游企业采购

产品产生的溢出。 根据表 ３， 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后向溢出均能促进企业生产率

提升。 进口后向溢出越大的行业， 企业生产率越高， 这一结论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 下游企业从国外市场进口， 中间投入品来源地增加， 产品种类更加丰

富， 质量得以提升， 对上游企业形成竞争， 促使其改进技术， 提高生产率， 增强核

心竞争力。 与前向溢出类似， 资本品后向溢出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大。 值得注意

的是， 相比后向溢出， 进口企业的前向溢出效应更大， 即进口企业向下游提供中间

投入品比从上游企业购买产品产生了更多的技术溢出。

表 ３　 生产性投入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垂直溢出

变量

前向溢出 后向溢出

资本品 中间品 资本品 中间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Ｌ＿ｉｍ１
０ ４０７∗∗∗ ０ ２９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３）

ＦＬ＿ｉｍ２
２ ９７９∗∗∗ １ ８１０∗∗∗

（０ １２３） （０ ０７３）

ＢＬ＿ｉｍ１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ＢＬ＿ｉｍ２
０ ４０６∗∗∗ ０ ３６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０）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样本量 １７ ５７７ １７ ５７７ １７ ５７７ １７ ５７７ １７ ５７７ １７ ５７７ １７ ５７７ １７ ５７７

注： 同表 ２。

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构建的垂直溢出变量基于行业层面， 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反向影

响行业进口，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可靠， 本文

依然尝试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第一， 前文所用的完全消耗系数包含直接中间投入

和间接中间投入。 参考李磊等 （２０１８） 和赵春明等 （２０１９） 构建行业溢出变量的

做法， 用直接中间投入替代完全消耗系数， 对溢出指标进行再测算。 第二， 借鉴包

群等 （２０１５） ［３３］研究思路， 将前向和后向溢出指标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用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估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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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四、 进一步分析

（一） 企业异质性分析

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伴随着贸易结构的复杂变化， 进口规模及其结构变化概莫

能外。 本文的计量研究结果清楚地显示， 当进口进入高级替代阶段且进口中间投入

品多样化并伴有价值链的延伸， 进口必然带来学习效应的扩散， 从而表现出进口品

中嵌入式技术的溢出效应； 由于技术和学习效应鲜明的异质性和对知识存量的密切

依赖， 进口投入品对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往往在知识密集型产业更加突出， 进一步验

证质量梯度型的贸易对技术的内生关系。 具体表现在：
１ 分行业

企业通过进口高质量中间投入品获得技术外溢， 促进生产率提升， 但这一促进

效应大小取决于企业自身模仿能力和吸收能力 （Ｙａｓａｒ， ２０１３） ［３４］。 由于行业差异，
进口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有所不同。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 对是否属于高科技行

业和是否属于战略性新兴行业进行划分①， 研究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异质

性， 回归结果见表 ４。 可以看出， 无论是水平影响还是垂直溢出， 生产性投入进口

对高科技组和战略新兴组的影响分别高于非高科技组和非战略新兴组。 这是因为高

科技行业和战略性新兴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 具有 “天然创新基因”， 知识吸

收和新技术模仿能力强， 能充分吸收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技术溢出。

表 ４　 分行业回归结果

变量
高科技 非高科技 战略新兴 非战略新兴

资本品 中间品 资本品 中间品 资本品 中间品 资本品 中间品

ＩＭ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８∗∗∗ ０ １０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Ｖａｒｉｅｔ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ＦＬ＿ｉｍ１
１ ０９９∗∗∗ ０ ８０９∗∗∗ ０ ３１０∗∗∗ ０ ２２４∗∗∗ ２ ０９０∗∗∗ １３ ３５５∗∗∗ ０ ６６１∗∗∗ ０ ４９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６） （０ ３５７） （０ ５３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４）

ＢＬ＿ｉｍ１
０ ３２８∗∗∗ ０ ２４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４８∗∗∗ １０ ４９６∗∗∗ ７ １３０∗∗∗ ０ １７２∗∗∗ ０ １２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５４１） （０ ３４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注： 表中共包含 ３２ 个方程结果。 括号内表示标准误；∗∗∗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 省

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２ 分所有制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具有财务、 资源整合以及战略控制等方面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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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参照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布）， 并分别采用 《中
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２０１８） 》 （国家统计局令第 ２３ 号） 实施高科技行

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分类。 其中， 高科技行业系指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铁路、 船舶、 航

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部

门则包括电器机械制造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互联网及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势。 大量研究发现， 所有制差异是影响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和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
通过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两组， 分别进行回归发现， 除了进口种

类， 进口虚拟变量和垂直溢出对国企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或许缘于国企规模

大、 所有权优势明显， 更容易获得消化新技术所需的各类生产要素， 可以从生产性

投入进口中获得更大的学习效应。

表 ５　 分所有制和出口行为回归结果

变量
国企 非国企 出口 非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资本品 中间品 资本品 中间品 资本品 中间品

ＩＭ ０ ０４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８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０）

Ｖａｒｉｅｔ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ＦＬ＿ｉｍ１
０ ４６２∗∗∗ ０ ３４２∗∗ ０ ２２８∗∗∗ ０ １６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４４ ０ ４３８∗∗∗ ０ ３２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７）

ＢＬ＿ｉｍ１
０ １０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９４∗∗∗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注： 表中共包含 ３２ 个方程结果。 括号内表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所

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 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３ 分出口行为

是否出口是影响资本品和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作用效果的重要因素 （张杰等，
２０１５）。 Ａｌｔｏｍｏｎｔｅ 等 （２０１４）［３５］指出， 若忽视企业出口行为， 进口对生产率的作用效应

可能会被高估， 产生 “进口企业生产率溢价”。 中国加工贸易占比高， 出口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依然显著， “出口引致进口” 现象普遍存在， 有必要根据企业是否出口进行分组

研究。 根据表 ５， 在有无出口的分组估计中， 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水平

影响均显著为正， 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更突出。 然而， 与水平影响不同， 垂直溢出对非

出口企业的影响大小和显著性均超过出口企业。 可能的原因是， 我国出口企业中存在大

量加工贸易企业， 它们多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 很难对上下游企业产生技术溢出。
（二） 影响机制分析

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 还依赖国外研发资本通过进口贸易传递至

国内的技术外溢， 共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首先， 进口品质量通常优于国内品，
进口企业可通过学习效应获取技术转移 （Ｈａｌｐｅｒ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３６］， 即技术外溢效

应。 其次， 进口贸易扩大本国企业产品选择范围， 加剧行业内竞争， 倒逼企业调整资

源配置， 促进生产能力和生产率提升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３７］； 黄漓江， ２０２０［３８］ ），
即竞争效应。 最后， 进口品与国内品形成不完全替代， 增强进口企业的国内市场议价

能力， 利于扩大规模、 节约成本， 促进生产率提升 （Ｂ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 ２０１４），
即规模经济效应。 本文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对影响路径进行中介效应检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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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不以主效应的显著性为根本前提， 可以进行复杂的中介效应检

验， 通过 ＳＰＳＳ 软件实现。 限于篇幅， 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１ 技术外溢

进口的中间品和资本品通常承载来源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 进口国不需要支付

研发费用， 通过学习、 模仿和再创新生产出新的替代品， 获得技术进步。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３９］创建的 ＣＨ 模型表明， 来源国研发资本可通过进口品对进口国

产生溢出， 带动生产率增长。 具体来说，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进口企业钻研进口品的

研发和制造过程以试图模仿或研发出具有更先进技术含量的产品， 获得技术外溢。
同时， 进口企业获得技术进步进而生产更高质量产品， 通过纵向产业关联对上下游

企业形成溢出， 激励自主创新， 改善生产效率。
为探讨生产性投入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 本文引入企业的人力资本和创新指标，

所选路径为： 进口中间品 （或资本品） →人力资本→创新→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

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和天然学习属性， 是加速创新能力构建进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的关键要素。 用专利申请量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 并参考郑宝红和张兆国

（２０１８） 的方法， 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员工人数之比来衡量人力资

本。 结果发现， 水平影响和垂直溢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 资本品的技术溢出效应普遍

高于中间品， 前向溢出的中介效应高于水平效应和后向溢出。 对于资本品， 较强的资

产专用性增加了进口替代的难度， 产生的竞争效应不及中间品， 但更高的技术含量意

味着其是技术溢出的重要媒介。 相较于上游企业， 进口企业从生产性投入进口获取的

技术进步更易通过提供高质量中间投入品传递至下游企业。
２ 市场竞争

随着生产性投入进口规模和种类增加， 国内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格局。 行

业内竞争加剧引致的优胜劣汰机制加速新旧企业更替， 激励本国企业转向竞争导向

型技术进步。 为了在竞争中存活以及获得更大利润， 企业必须采取增加研发投入、
改善生产组织模式等措施以提升生产率， 增强竞争优势 （Ｈｏｌ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１０［４０］， 毛其淋和盛斌， ２０１３［４１］ ）。 研发投入改善了企业要素配置比例， 增加了

知识存量， 能切实转化为生产能力，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竞争效应的检验路径为： 进口中间品 （或资本品） →市场集中度→研发投入

→全要素生产率。 其中， 研发投入用企业当年研发支出金额衡量， 用市场集中度表

示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①， 竞争越激烈， 企业越有动力进行主动研发来提高生产

率， 反之亦然。 检验结果表明， 水平影响和垂直溢出均能通过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 中间品的这一效应大于资本品， 后向溢出大于前向溢出， 说明生产性

投入进口更能加剧上游企业竞争， 倒逼其主动研发， 获得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
３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降低长期平均成本进而增加经济效益的现

象。 进口规模扩大和种类增加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节约成本， 形成内部规模

经济。 随着规模扩大和效益提升， 企业有更加充裕的资金来购买先进的技术设备、
规范经营流程、 改善管理模式等， 为生产率提升创造条件。 根据 “进口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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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市场集中度通常用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衡量， 中介效应检验过程对 ＨＨＩ 进行取相反数处理。



（或资本品） →规模→收入成本比→利润→研发投入→生产率” 这一路径的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 水平效应和垂直溢出均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理论模型论证了企业生产性投入进口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从

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构建指标并分别检验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 将资本品和中间品

进行比较分析。 综合运用线性回归和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的水平影响检验发现： 资本品

和中间品的进口虚拟变量和进口种类均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进口中间品的

影响大于资本品。 基于产业关联效应的垂直影响检验发现： 企业进口资本品和中间

品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影响上下游企业生产率； 相较于上游企业的后向溢出，
进口企业对下游企业的前向溢出更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 进口资本品的前向溢出和

后向溢出均高于中间品。 本文研究过程采用了多重稳健性检验， 结果均表明， 生产

性投入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进一步分析发现， 进口资本

品和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会因行业、 所有制和是否出口而表现出差异， 并通

过技术外溢效应、 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生产率提升。
本文结论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 第一， 科学认识进口贸易利得特别是进口中间

品与资本品通过技术溢出、 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循序渐进

地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通过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

二， 正确理解资本品和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多样性， 除了水平效应， 还应当

重点关注上游企业进口资本品对下游企业的前向溢出， 完善上下游协调机制， 适时

引导企业进口行为， 克服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盲目性， 避免陷入 “低端锁定”
陷阱。 第三， 关注生产性投入进口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异质性， 鼓励有实力的国

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进口高质量中间投入品和技术设备， 以产

生更大的技术溢出， 增强我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 注重学习和吸收能

力培养， 鼓励企业开展适宜的技能培训， 积极引进人才， 重视人力资本参与和提高

研发投入质量， 以实现与国外高科技技术更好融合。 第五， 优化营商环境， 在一般

性竞争领域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 引入外部竞争， 并做好相应知识产权保护， 使企

业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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