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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
———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郑

玮

摘要：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组织学习的理论视角， 探究企业国际化对开放式
创新的影响与机制， 并重点聚焦于合作创新这一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内容。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中国 Ａ 股制造业 １６４４ 家上市公司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

明： 国际化程度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合作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及企业
所在地的制度环境对国际化与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
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 海归高管比例的增加、 良好的制度环境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影响。 本研究对我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机遇， 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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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伴随着企业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 创新对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创

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充分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动能， 需

要积极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 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导致企
业不能仅凭一己之力闭门造车， 单个企业也难以拥有创新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知
识。 因此， 开放模式下的合作创新， 为企业应对竞争压力和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提供
了可行之道 （ 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 ２００３） ［１］ 。 企业在与其他组织 （ 供应商、 用户、 竞争者

及研究机构、 投资机构、 政府机构等） 的相互作用中进行合作创新， 是开放式创
新的重要方式。 合作创新已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发明、 生产和创新的方式， 国内外
涌现出大批践行开放式创新的成功典范 （ 高良谋和马文甲， ２０１４） ［２］ 。 特别是近些

年来， 随着我国数字技术、 移动互联网及其应用的高速发展， 合作创新的理念和模
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采纳。 开放性的合作创新能够打破组织的内外边界，
增强创新水平， 控制研发风险 （ 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 ２００８） ［３］ 。 然而， 这一过程的实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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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互补企业间的开放合作，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搜寻和协调成本， 也不免存在
价值外溢的风险 （ Ａｄｅｇｂｅｓ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ｇｉｎｓ， ２０１０ ［４］ ； Ｗｅｓｔ， ２００３ ［５］ ； 唐方成和仝允
桓， ２００７ ［６］ ） 。 因此， 合作创新作为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内容， 对企业的资源储备和
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际化作为企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选择， 不仅能帮助企业拓展潜在市场， 寻
求新的消费群体， 还为企业获取国外先进知识和科技资源， 缩减研发时间和成本，
提高创新效率创造了条件 （ Ｇｏｌｏｖｋｏ ａｎｄ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 ２０１１） ［７］ 。 国际化不仅开拓了本

国之外的新市场，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 进入国际市场寻求先进技术和能力
具有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 因此，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配置研发资源，
以期在国际化过程中拓宽自身的知识储备、 提高创新能力、 优化合作网络。 例如，
华为在美国、 瑞典、 法国、 印度等国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在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构
建了高效的全球研发网络。 海尔、 海信等家电企业也在欧美多个发达国家布局研发
体系， 广泛获取国际创新资源。 国际化有利于企业获取多样化的信息源和社会关
系， 提高企业识别和利用所需的互补资源的能力， 这就为企业通过构建合作关系、
整合各方资源而实现开放式创新奠定了基础 （ Ｋｙｌäｈｅｉｋ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８］ 。 然而，
现有的多数研究仅关注了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对实践中日渐普遍的合作创新
的研究尚显空白。 针对这一不足， 本文将从资源基础观和组织学习的的理论视角出
发， 研究企业国际化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 并分别从创新能力、 高管团队和制度环
境等方面， 进一步分析影响二者间关系的边界条件。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第一， 不同于以往开放式创新文献
中以理论构建或案例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大规模、
跨行业的实证分析， 聚焦于合作创新这一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内容， 提出并验证了国
际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丰富了对开放式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 第
二， 从资源基础观与组织学习的理论视角出发， 综合分析了国际化对企业合作创新
的影响机制， 同时发现在开放式创新中企业自身创新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和地区制
度环境对国际化的替代效应。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开放式创新的内涵

开放式创新的概念最早由 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 （２００３） 提出， 时至今日已逐渐发展为创

新管理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 总体而言， 开放式创新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 （１）
内向型 （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ｉｎ） ， 即企业通过购买或交换等方式从外部获取知识或创新资源，
是指向资源获取的开放； （２） 外向型 （ ｉｎｓｉｄｅ － ｏｕｔ） ， 即企业通过出售或授权等方
式借助外部主体促进研发或自身资源的商业转化， 是指向资源开发过程的开放。 随
着开放式创新实践的日益丰富， 开放式创新的概念逐渐由技术层面拓展到流程、 认

知层面。 如 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 （２００６） ［９］ 提出开放式创新是有目的地利用知识的流入和流
出， 从而促进企业内部创新、 扩大市场范围的过程； 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 （ ２０１１） ［１０］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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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则将开放性创新视为企业进行内外部开发、 保持和利用知识的活动。 Ｗｅｓｔ 等

（２００６） ［１１］ 将开放式创新看作是一种组织间共同创造、 转化研发成果的认知模式。
企业需要改变封闭式创新模式下高度自力更生、 追求对创新的绝对控制的心态， 以

开放的心 态 寻 求 多 样 化 的 合 作 伙 伴， 构 建 创 新 网 络 （ Ｅｃｋ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１２］ ；
Ｈａｎｎ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１３］ ） 。

合作创新 （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是开放式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者既有

差 别 又 有 联 系。 创 新 活 动 包 括 创 意 产 生、 研 发、 试 验、 生 产、 市 场 化 等 阶 段
（ Ｌａｚｚａｒｏｔｔｉ ａｎｄ Ｍａｎｚｉｎｉ， ２００９ ［１４］ ） 。 合作创新是指企业间或产学研之间的联合创新

行为， 主要发生在创新的前端和中间阶段， 即创意产生、 研发和试验。 相比之下，
开放式创新不仅包括研发过程， 还包括中期的开发和后期的商业化阶段， 是一项创
新全过程的开放活动。 开放式创新所涉及的合作对象范围更广， 合作内容也更为多
样， 包括供应商、 用户、 竞争者、 研究机构、 投资机构、 政府机构及其他服务组
织。 合作创新通过联盟或创新网络等形式， 更多地与同行业背景下的企业或科研机
构等研发主体进行合作。 实践中对多数企业而言， 合作创新是开放式创新最为关键
的部分， 合 作 创 新 一 定 程 度 上 体 现 了 企 业 开 放 式 创 新 的 水 平， 如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８） ［１５］ 通过联合申请专利的数量衡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水平。 合作创新促进创
新主体间的知识与资源互补、 降低研发成本、 控制创新风险， 也为后续创新成果的
商业转化奠定了基础， 是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的源动力。 因此， 本文将主要聚焦于
合作创新这一开放式创新的重要方面展开分析。
（ 二） 国际化与合作创新

现有关于国际 化 对 企 业 创 新 的 影 响 的 研 究， 主 要 从 资 源 基 础 观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 和组织学习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的理论视角进行解释。 从资源基

础观出发， 企业通过国际化搜寻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和知识， 并与市场中的主体合作
构建创新网络， 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 国际化的主要目标是学
习， 企业通过在多元化的知识系统中学习和互动， 提高对知识的吸收和转化能力，
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 １９９０） ［１６］ 。 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
多数研 究 表 明 国 际 化 能 够 促 进 企 业 创 新。 例 如， Ｈｉｔｔ 等 （ １９９７） ［１７］ 、 Ｐｉｔｔｉｇｌｉｏ 等

（２００９） ［１８］ 发现， 相比于仅在本国市场经营的企业， 国际化企业拥有更多机会获得
创新的知识。 Ｋａｆｏｕｒｏｓ 等 （２００８） ［１９］ 提出， 国际化企业比仅在本国市场经营的企业
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 Ｓａｌｏｍｏｎ 和 Ｓｈａｖｅｒ （ ２００５） ［２０］ 发现出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产
品创新和专利申请。

尽管以往的研究和实践已经验证了开放式创新对组织绩效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推
动作用， 企业在合作创新中也需承担诸多潜在成本。 首先， 合作创新需要搜寻成本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ｃｏｓｔ） 。 在开放合作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 企业为寻求与自身需求和能力
最为匹 配 的 资 源， 需 要 经 历 不 断 试 错 的 过 程， 从 而 产 生 搜 寻 成 本 （ Ｌａｕｒ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ｔｅｒ， ２００６） ［２１］ 。 其次， 合作创新需要协调成本 （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 各合作主体

通常在知识储备、 组织文化、 地理距离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避免或降低这些差异
导致的冲突增加了企业的协调成本。 最后， 企业需要承担合作创新导致的核心技术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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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的风险， 这将影响企业的收益和合作的积极性。 本文认为， 国际化通过提高企
业的资源储备和组织能力， 降低开放式创新中的搜寻成本、 协调成本， 控制知识外
泄的风险， 进而促进了合作创新。
从资源基础观出发， 一方面， 国际化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差异化、 多元化的新知
识。 国际化企业有机会接触更多元的市场和文化环境， 掌握先进技术的发展动态

（ Ｋｏｔａｂ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２２］ 。 在不同创新系统更广泛地获取市场和用户需求的信息，
明确创新方向， 降低搜寻成本。 同时， 国际化企业积累的知识储备将提高企业在开
放式创新网络中的吸引力和议价能力， 有助于赢取合作关系中的主动权， 有效降低
协调成本。 另一方面， 国际化为企业提供异质资源的社会网络。 国际化企业拥有更
广阔的的社会网络， 企业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供应商、 客户、 竞争对手和科研机构
等， 为激发创新思想、 学习先进理念、 实现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 这也将大大降低
企业在合作创新中的搜寻成本。 在实践中， 很多国际化企业融入东道国的创新网
络， 通过与当地的供应商、 客户、 竞争对手、 大学及科研机构等密切合作， 结成战
略联盟来降低研发成本、 提高创新效率。
面对激烈复杂的外部竞争， 全球市场技术变革迅速， 国际化企业仅仅拥有多样
化的资源是不够的， 还需要具备动态应变能力， 实现知识的高效转化。 从组织学习
的视角出发， 国际化帮助企业提高对创新机会的识别评价与整合转化的能力， 降低
开放成本和风险， 促进合作创新。 首先， 国际化提高了企业对机会的识别评价能
力。 “ 走出去” 战略需要企业系统评估机会和风险， 对国际化的方式和海外市场的

区位选择进行审慎权衡， 适时适当地参与国际竞争。 国际化经验有助于企业提高对
外部机会的敏感度， 对潜在合作伙伴与创新方向的洞察力， 降低了合作创新中的试
错和搜寻成本。 其次， 国际化提高了企业的整合转化能力。 在与东道国的供应商、
客户、 竞争对手、 大学及科研机构等的互动和学习中， 国际化企业对不同的制度文
化与商业规则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协调多方利益与处理冲突的能力得以提高。 例

如， 为克服 “ 外来者劣势” ， 企业需要努力提高自身合法性， 以赢得合作伙伴的信
任 （ Ｚａｈｅｅｒ， １９９５） ［２３］ ； 面对海外复杂的制度和市场环境， 企业为保证创新收益不
受损失， 更是需要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的能力 （ Ｗ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２４］ 。 企业所具备的
资源整合与转化的能力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合作创新中的协调成本及核心知识外泄
的风险， 从而提高了企业合作创新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分析，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组
织学习两方面的理论视角， 我们提出：

假设 １： 企业国际化对合作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据商务部发布的 《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 中的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

全国共计 ２ ５６ 万家企业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占比稳步
提升， 但国际化企业仅占总数的千分之一。 尽管国际化有利于企业合作创新， 但进

入国际市场对多数企业而言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企业是否采用开放式创新依赖于组
织情境与环境情境 （ Ａｒｇｙｒ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２５］ ； 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２６］ ； 高良谋

和马文甲， ２０１４） 。 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作用也将受到组织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 企业资源和能力禀赋及外在环境等方面的优势， 降低了合作创新中对国际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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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依赖； 另一方面， 国际化作为一项重要的企业战略， 有助于企业克服自身资
源和能力的不足及本土制度环境的局限性， 在更广阔的市场寻求潜在的合作伙伴，
提高合作创新的可能性。 因此， 本文将基于组织和环境两方面的情境因素， 分别从
企业创新能力、 组织人力资本 （ 高管团队海外背景） 及外在制度环境的角度， 多
层次地探究国际化影响合作创新的边界条件。
（ 三） 企业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
创新能力是企业运用技术和知识， 对产品或服务、 系统与流程、 商业模式等进
行优化的能力。 一般而言， 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具备探索新技术、 开发新产品和新
流程、 不断吸收和应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 企业自身所具备的创新能力在与其他利
益相关者构建合作关系、 实现开放式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
创新能力有利于企业在本土市场中建立合作创新网络， 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避免因跨国合作产生的搜寻和协调成本。 首先， 观念上的创新促使企业通过合作研
发、 战略联盟等方式与国内外市场中的利益相关者共享信息和资源， 交流创新经验，
互动学习， 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在本土市场中也能实现合作创新， 提高市场份额， 实现
规模经济； 其次， 出众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利于企业在本土合作中吸引更多的潜在伙
伴， 赢得更多话语权， 占据更为主动的谈判地位， 有效降低了通过国际化进行合作创
新的潜在成本； 再次， 具备创新优势的企业有动力进一步改进流程以降低产品或服务
成本， 并希望通过开放式创新对成果价值加以发掘和利用 （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１） ［２７］ 。 相同
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技术的实际应用与商业转化， 因此， 相比于通过国际化寻求潜在
机会， 创新能力为企业在更广泛的市场中实现合作创新奠定了基础； 最后， 创新管理
能力有助于企业在合作网络中整合互补资源， 协调各方利益， 并通过企业的行业经
验、 市场信誉度、 客户忠诚度提高开放式创新的成果转化效率， 从而避免跨国合作所
带来的协调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风险。 创新能力在资源储备和组织学习等方面都为开放
式创新创造了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国际化战略带来的优势与必要性， 创新能力
强的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潜在伙伴， 协调合作网络中各方的关系。
另一方面， 国际化为创新能力相对匮乏的企业提供了更多合作机会。 国际化有

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获得异质性的创新资源 （ Ｈｉｔｔ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７； Ｋａｆｏｕｒ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 促进企业在更广范围内搜寻和利用这些差异化的资源进行合作创新。 创新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和信息， 国际化企业在及时跟踪和快速掌握技术动态的信息
方面更具优势， 全球范围内的创新信息搜索为合作创新奠定了基础， 有效弥补了企
业自身创新能力的不足。 因此， 对于在创新能力上不具备显著优势的企业， 国际化
对合作创新的影响更大。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 本文提出：
假设 ２： 企业创新能力削弱了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影响。
（ 四） 企业高管海外背景的调节作用

高阶理论 （ｕｐｐｅｒ ｅｃｈｅｌ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 高管人员对企业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Ｍａｓｏｎ， １９８４） ［２８］ 。 企业行为是高管人员认知观念的映射， 高管人员的人
口学特征 （如教育背景、 任职经历、 年龄、 性别等） 是表征其价值判断的重要前因指
标。 以往研究表明， 国际化的教育或培训经历有助于高管人员学习先进的知识和管理经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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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制定出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决策 （Ｆｉｌａｔｏｔｃｈｅｖ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２９］ 。 本文认为， 高
管团队的海外背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积极影响。

根据高管团队的资源基础观， 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 高管的国际化视野能够为
企业带来更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 关注本土和海外市场的新动向， 积极从多元
化的市场中获取资源， 促进企业发展。 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通常具备更加开放的心
态， 对新知识有更高的灵敏度和吸收能力。 因此， 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能够有效地
弥补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国际化市场嵌入程度的不足。 同时， 海归高管的国际化社会
资源有助于企业提升社会声誉和国际知名度， 在更广的范围内构建合作网络。 例
如， Ｄ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３０］ 的研究发现， 海归高管的国际化网络有利于企业获取领先的
技术和商业知识， 发掘新兴市场中的潜在机会， 进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具有海外背景
的高管成员能够与其他高管形成知识和经验的互补， 提高决策质量， 增强企业的整合
与协调能力。 相反地， 如果企业高管团队缺乏海外经验， 则更依赖于国际化战略来获
取新理念、 新知识， 在跨国商业往来中积累社会资源的必要性将更为突出。 因此， 在
一定程度上， 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能够制约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影响。

假设 ３： 企业中的海归高管减弱了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正向影响。
（ 五） 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受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
异。 制度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 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是影响企
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制度发达地区， 企业间的竞争更为公
平透明， 组织间的信息传递更为高效、 准确， 知识产权保护更为完善， 金融系统更
加发达， 这为企业通过外部合作组织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通常情况下， 企
业间进行技术和知识共享需要签订明确有效的合同来说明知识产权的归属情况， 监
管和执行各项条款 （ Ｐｏｐｐｏ ａｎｄ Ｚｅｎｇｅｒ， ２００２） ［３１］ 。 然而， 合同的管理效力会受到

当地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影响。 知识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制度环境会减缓企业在合
作创新中对价值外溢的担忧， 降低企业承担的潜在风险。 因此， 在开放、 发达的制
度环境下， 企业在国内市场中能够以更低的交易成本获得潜在的合作伙伴， 从而降
低了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性。
相反地， 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企业在外部市场中获得新知识的难度增
大， 当地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面临阻碍， 本土内的合作创新中协调成本和成果外溢
风险增加。 国际市场为合作创新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削弱了制度环境的局限性。
例如， 制度逃逸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ｓｃａｐｉｓｍ） 视角提出新兴市场中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逃离母国不完善的制度环境 （ Ｗｉｔｔ ａｎｄ Ｌｅｗｉｎ， ２００８ ［３２］ ； Ｌｕ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３３］ ） 。 相对于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新兴市场， 发达国家中的市场运行更

透明， 能为研 发 活 动 提 供 更 好 的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和 资 本 市 场 的 支 持 （ Ｗ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Ｐｅｎｇ， ２００３ ［３４］ ） ， 为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 因此， 国际化为制

度环境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提供了减缓母国制度约束的路径。 相比于制度水平发达地
区的企业， 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假设 ４： 企业所在地的制度水平制约了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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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
（ 一） 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沪深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由于样本中的上市公司自

２００８ 年起开始披露海外收入情况的数据， 因此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 年为起始观测年份。
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间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 为研究提供了较为
合适的观测期。 此后， 由于各级政府发布的有关对外投资的限制性政策， ２０１７ 年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现断崖式下跌。 因此， 综合数据的可得性与企业实际情况， 本
文选择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作为研究窗口期。 根据研究主旨进行如下筛选： 第一， 剔除
ＳＴ 的企业； 第二， 剔除上市不满一年的样本； 第三， 剔除数据不完整且无法补全

的样本。 最终得到的样本为 １６４４ 家上市公司， 共计 １１３２１ 个观测值①。 涉及上市公

司的国际化经营数据、 财务信息、 公司治理等数据来自国泰安 （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 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
的制度环境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 二） 实证模型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拟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研究企业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影响， 具体模型如下：
Ｐｒ ［ Ｃｏｉｎｎｏｖａ ｉｔ ］ ＝
Ｐｒ ［ Ｃｏｉｎｎｏｖａ ｉｔ ］ ＝

ｅｘｐ （ α ＋β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γ ×Ζ ｉｔ ＋μ ｉｔ ）

（１）
１ ＋ｅｘｐ （ α ＋β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γ ×Ζ ｉｔ ＋μ ｉｔ
ｅｘｐ （ α ＋β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δ ×Ｍ ｉｔ ＋θ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Ｍ ｉｔ ＋γ ×Ζ ｉｔ ＋μ ｉｔ ）

１ ＋ｅｘｐ （ α ＋β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δ ×Ｍ ｉｔ ＋θ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Ｍ ｉｔ ＋γ ×Ζ ｉｔ ＋μ ｉｔ ）

（２）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Ｃｏｉｎｎｏｖａ ｉｔ 为衡量企业 ｉ 在 ｔ 年合作创新的二元变量。 通过在

专利数据库中对各企业申请的专利情况进行检索， 判断企业 ｉ 在 ｔ 年期间是否联合
申请了包括发明型、 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型在内的专利。 如果存在联合申请， 则
Ｃｏｉｎｎｏｖａ ｉｔ 的测量值为 “１” ， 否则为 “０” 。

核心解释变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为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以往文献分别从绩效和结构的

角度加以衡量 （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１９９４） ［３５］ 。 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采用海外销售收入在
总收入中的占比来衡量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２００７） ［３６］ ， 从绩效的角度反映了企业国际化

的程度。 另一些学者利用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海外子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衡量企业的国
际化程度， 反映了海外经营的范围和规模 （ Ｓｕ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３７］ 。 本文采用前一种
方法， 用海外收入与总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调节变量 Ｍｉｔ 分别为企业创新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和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 企

业的创新能力通过 ｔ 年期间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在总营业收入的占比， 即研发强度来
衡量。 一般而言， 企业研发强度越大， 自身创新能力越强。 高管海外背景利用企业高
管团队中海外归国人员的数量来衡量。 通过对企业高管团队中各成员的教育背景进行
①ｈｔｔｐ： ／ ／ ｅｐｕｂ ｓｉｐｏ ｇｏｖ ｃｎ ／ ｐａｔｅｎｔｏｕｔｌｉｎｅ 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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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计算出各企业高管中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员数量。 本文结合中国统计局的数
据， 参考樊纲等［３８］ 有关市场化总指数的系列报告来衡量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 该
指数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 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 产品市场发展指数、 要素市场发
展指数、 法律环境指数五个方面， 评估了省级层面的市场环境水平。

控制变量 Ｚｉｔ 主要包括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特征变量， 包括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所有权结构、 高管团队规模、 资产报酬率等。 各变量的衡量方法详见表 １。
表１
变量名称
合作创新
企业国际化
创新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
所在地制度环境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所有权结构
高管团队规模
资产报酬率

主要变量的含义及衡量方法
符号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Ｒｅｎｔｕｒｎｅｅ＿ＴＭ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ｄｅｘ
Ｆｉｒｍａｇｅ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ＭＴ ｓｃａｌｅ
ＲＯＡ

变量含义
是否联合申请专利
海外销售收入 ／ 总收入
研发投入 ／ 营业收入
海归高管人数
市场化总指数
企业年龄的自然对数
企业员工数的自然对数
是否有外资入股
高管人数的自然对数
净利润 ／ 总资产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２ 列示了模型中核心变量的主要描述性统计量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在

总体观测中， 有 ２０ ６％的企业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间进行了合作创新活动。 企业的海外

收入占比分布为 ０ 到 ９９ ９％ （ 均值为 １２ ６％， 标准差为 ２２ ３％） ， 表明各观测间国
际化程度的分布情况较为分散。 同时， 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合作创新之间在 １％的水

平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ｒ 为 ０ ０７２） ， 创新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 所在地制度环境
与合作创新间的相关系数同样显著为正 （ ｒ 分别为 ０ ０６０， ０ １２２， ０ １４０） 。 核心变
量间的相关系数与本文的理论推断相一致。
表２
名称
合作创新
企业国际化
创新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
所在地制度环境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所有制结构
高管团队规模
资产报酬率

注：

５８

Ｍｅａｎ

Ｓ Ｄ

Ｍｉｎ

Ｍａｘ

０ ２２３

０

０ ９９９

０ ２３０

０ ４２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４５

０ １２６
０ ９２５
７ ２１２
２ ７０１
７ ７８４
０ ０３４
２ ７９１
０ ０２９

１ ５６９
１ ８３３
０ ３４２
１ ２９３
０ １８２
０ ８３４
０ ５８２

０
０

１

０ ９３０

０

０ ０６０
１ ３８６

２１

１０ １１０

描述性统计量及相关系数表
１

２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５３ ∗∗∗

０ １４０ ∗∗∗

０ ２１６ ∗∗∗

０ １２２ ∗∗∗

１ ７９２

１３ ２２３

０ ２４７

０ ６９３

４ ０７８

０ ０７８

∗
∗∗

－４８ ３１６

Ｎ ＝ １１３２１， ∗、 ∗∗和 ∗∗∗分别表示

０ １１９ ∗∗∗

４

０ ０６５ ∗∗∗
０ ０７２ ∗∗∗

３ ８９２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９１ ∗∗∗
∗
∗∗

０

３

１

２２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９

∗∗
∗

０ ０９８

∗∗
∗

０ ０６４

∗∗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６９

∗∗
∗

０ ０９７

∗∗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５

６

７

８

９

０ １８８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０２

０ １４０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９８
０ ２９４
０ ００８

∗∗∗
∗∗∗

０ ０５１
０ ２０６

∗
∗∗
∗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２７ ∗∗∗

０ １７０ ∗∗∗ ０ ０９６ ∗∗∗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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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解释变量 Ｃｏｉｎｎｏｖａ 是取值为 “０” 或 “１” 的二元变量， 传统的一般线

性回归可能会产生有偏估计， 因此本文采用非线性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对各假设进行检
验。 基于 （１） （２） 式的回归模型， 表 ３ 列示了企业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影响及调
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３

企业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影响及调节效应
合作创新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Ｆｉｒｍ ａｇｅ

－０ ５２２８ ∗∗∗

－０ ５０９４ ∗∗∗

－０ ５０４９ ∗∗∗

－０ ４９８４ ∗∗∗

－０ ４１８６ ∗∗∗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０ ４８６４ ∗∗∗

０ ４８５０ ∗∗∗

０ ４９０８ ∗∗∗

０ ４７１０ ∗∗∗

０ ５０４８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１）

－０ １１６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 ２４２１ ∗∗

（０ １２９）

０ ２５７３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２）

－０ １０２８

（０ １３２）

０ ２７２１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２）

－０ ２１４７

（０ １３１）
０ １４３４

０ ４８３１ ∗∗∗

（０ １５３）

（０ ２７３）

（０ １４８）

（０ １３７）

（０ １９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４）

（０ ３２７）

（０ ３３８）

０ １３４４ ∗∗

０ １７６１ ∗∗∗
３ ０２７４ ∗∗∗

（１ ５５８）

Ｒｅｎｔｕｒｎｅｅ＿ＴＭＴ

０ １９５１ ∗∗∗

０ ４０１５ ∗∗∗
１ ０９１２ ∗∗∗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ｄｅ×

０ ０６６６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４５
０ ２５８９ ∗∗∗

（０ ０１８）

－０ １４１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ｄｅｘ
ＹＥＳ

－４ ４４１１ ∗∗∗
（０ ２６４）

１ ０１６ ９０
５ ２３５ ０５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１１ ３２１

∗∗

和

∗∗∗

ＹＥＳ

－４ ４９４８ ∗∗∗
（０ ２６５）

１ ０２１ ４８

－５ ２３２ ７６
１１ ３２１

ＹＥＳ

－４ ５９１１ ∗∗∗
（０ ２７６）

７３５ ４１

－４ ８３２ ７８
１１ ３２１

２ ９２８３ ∗∗∗

（１ ５８７）

０ ０９１９ ∗∗∗

（０ ０２９）

Ｒｅｎｔｕｒｎｅｅ＿ＴＭＴ

１ ０９２３ ∗∗∗

（０ ６２４）

－０ ０６３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０ ４６０５ ∗∗

－２ ８０６１ ∗

（０ ０１５）

∗

０ ４３１１ ∗∗∗

（０ １５１）

０ ４３８１ ∗∗∗

（０ ６２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３４）
（０ １２９）

０ ６９５４ ∗∗

－３ ０３５２ ∗

Ｙｅａｒ ＦＥ

－０ ２３７９ ∗

（０ １１８）

Ｒ＆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下表同。

（０ １３０）

（０ １１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Ｎ

－０ ２２６２ ∗

０ ５０３３ ∗∗∗

（０ ０２３）

（０ １２４）

０ ４５６８ ∗∗∗

Ｒ＆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６）

（０ １１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Ｃｈｉ２

（０ ０７４）

（０ １１５）

０ ４４７９ ∗∗∗

ＲＯＡ

（０ ０２１）

－０ １４２７

（０ １２９）

ＴＭＴ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７３）

（６）

－０ ４１５０ ∗∗∗

ＹＥＳ

－４ ２９４４ ∗∗∗
（０ ２６８）

１ ０５９ ８２

－５ ２１３ ５９
１１ ３２１

（０ ０４０）
ＹＥＳ

－６ ７６９０ ∗∗∗
（０ ３１４）

１ ２５６ ９６

－５ １１５ ０２
１１ ３２１

（０ ０３６）

０ ２５６７ ∗∗∗

（０ ０１９）

－０ １３６１ ∗∗∗
（０ ０４２）
ＹＥＳ

－６ ７１１３ ∗∗∗
（０ ３３２）

９７７ ９９

－４ ７１１ ４９
１１ ３２１

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 ＹＥＳ” 表示控制了该变量的影响，

模型 （１） 中仅包含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 企业年龄显著地抑制了合作创

新， 即经营时间越长的企业， 采用开放式创新进行合作研发的可能性越低。 企业规
模越大、 高管团队的规模越大， 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可能的原因
是， 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 最大化地发掘既有资源的价值， 发挥存量优势的动力提
高， 企业更有意愿寻求外部的合作伙伴。 规模优势也有助于企业提高在合作网络中
的议价能力， 降低协调成本。 而企业中的高管数量越多， 越可能带来异质化的管理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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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社会资源， 有助于企业建立合作创新的网络关系。 此外， 企业的财务绩效水
平 ＲＯＡ 也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的可能性。 绩效表现卓著的企业对潜在的合
作伙伴而言更具吸引力， 同时具备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与管理协调能力。

模型 （２）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国际化水平的解释变量。 结果表
明， 国际化对合作创新在 ５％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 ｂ ＝ ０ １３４４， ｐ＜０ ０５） 。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国际化水平越高的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可能性越
大。 因此， 假设 １ 得到支持。

为进一步讨论影响国际化与合作创新间关系的边界条件， 模型 （３） － （５） 依

次加入了创新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和制度环境的调节变量。 模型 （ ３） 的结果表

明， 企业国际化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交互项显著为负。 由于在非线性模型中， 调节效

应的 方 向 和 显 著 性 水 平 无 法 通 过 交 互 项 的 符 号 和 显 著 性 直 接 判 断 （ Ｚｅｌｎｅｒ，

２００９） ［３９］ ， 我们进一步通过作图的方式来比较在创新能力不同的情况下， 国际化对

企业合作创新的可能性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如图 １ 所示， 相比于创新能力较
强 （ 取值为 Ｍｅａｎ ＋ Ｓ Ｄ ， 下同） 的企业， 在创新能力较弱 （ 取值为 Ｍｅａｎ － Ｓ Ｄ ，
下同） 的企业中， 国际化程度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当国际化程度一
定时， 创新能力不同的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预测概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创
新能力显著地抑制了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影响， 假设 ２ 得到支持。

图１

创新能力对企业国际化与合作创新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模型 （４） 的结果显示， 企业国际化与高管海外背景间的交互项在 ５％ 的水平

显著为负。 类似地， 图 ２ 中描述了高管海外背景对国际化与合作创新之间关系的调
节效应。 相比于拥有较多海归高管的企业， 在海归高管较稀缺的企业中， 国际化程
度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在企业国际化程度保持一定水平的情况下， 海
归高管不同的企业采用合作创新的预测概率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假设 ３ 得到支
持， 即高管海外背景削弱了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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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国际化与合作创新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在模型 （５） 中， 企业国际化与所在地制度环境间的交互项在 １％ 的水平显著

为负。 图 ３ 进一步表明， 与制度环境更加完善的企业相比， 对制度欠发达地区的企
业而言， 国际化程度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同时， 当国际化程度一定
时， 所在地制度环境不同的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可能性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此， 假
设 ４ 得到支持。

图３

所在地制度环境对企业国际化与合作创新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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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模型 （３） — （５） 中， 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作用一致为正向， 且在 ５％

的水平显著。 创新能力与合作创新间的回归系数为正向显著， 表明企业创新能力的
提升有助于促进合作创新。 企业本身所具备的创新资源和能力为更广泛地构建创新
网络奠定了基础， 进而降低了对国际化活动的依赖。 高管的海外背景显著地促进了

合作创新。 海归高管所带来的外部知识和社会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 替代” 企
业国际化的优势。 类似地， 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本身能够显著地促进合作创新。 制
度的优越性降低了企业合作研发的协调成本和搜寻成本， 为合作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先
决条件， 进而削弱了通过国际化来获取信息和能力的必要性。 因此， 创新能力、 高管
的海外背景及所在地制度环境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支持前文的理论推断。 模
型 （６） 中包含了全部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与 （１） — （５） 基本保持一致。
（ 二）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４ 列示了不同方法的回归结果。 首先， 合

作创新可能内生于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企业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合作研发活动可能推
动企业以更开放的心态参与到全球竞争， 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将促进企业选择国际化
战略。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因逆向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参数
估计有偏或不一致， 通常的改进是选取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且与被解释变量和其他
解释变量、 误差项不相关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本文选择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６ 年行业层面的海外投资占比、 企业国际化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行业的整体海外投资占比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从外生性看， 与企业的合作创
新无关。 模型 （１） 的结果表明， 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 证明
了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ＬＭ 统计量的 Ｐ 值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 “ 工具变
量识别不足” 的零假设； Ｆ 统计量远大于 Ｓｔｏｃｋ － 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 １０％ 水平上的临

界值， 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识别的零假设； 说明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之间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

在模型 （２） — （４） 中， 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测量被解释变量， 并对模型进

行重新回归。 具体地， 在模型 （２） 中， 不同于前文中的 Ｃｏｉｎｎｏｖａ 为企业是否从事
合作创新的二元哑变量， 我们采用企业在某一年期间联合申请的专利数量来刻画合
作创新的程度。 由于专利数量的取值是非负的， 模型 （２） 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
行分析。 结果表明， 国际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程度同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即随着
国际化程度的深入， 企业更可能多地加入合作网络进行创新活动。
企业申请的专利类型主要包括发明型、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型三类， 其中， 发

明型专利的难度最大， 更能反映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 因此， 在模型 （３） 和 （４）

中， 我们重点关注企业联合申请发明型专利的情况。 模型 （３） 的被解释变量为企
业是否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合申请了发明专利， 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国际化对合
作创新的显著正向作用。 同样地， 模型 （４） 的负二项回归结果表明， 国际化能显
著地提高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程度。 基于上述的分析， 本文的主要回归结果较为
稳健。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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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变量
Ｆｉｒｍ ａｇｅ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ＭＴ ｓｃａｌｅ
ＲＯ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Ｙｅａｒ Ｆ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Ｃｈｉ２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Ｎ

经贸论坛

企业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影响 （ 稳健性检验）

（１）
工具变量
－０ ３１４８ ∗∗∗
（０ ０４９）
０ ２９０１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９６）
０ １４５６ ∗∗
（０ ０７０）

０ １８７８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８３ ∗
（０ ０３９）
ＹＥＳ
－２ ４７１９ ∗∗∗
（０ １７０）
９４９ ２７
－４ ４７２ １１
９ ６６０

（２）
联合申请专利数
－０ ５７６７ ∗∗∗
（０ １１３）
０ ８８７４ ∗∗∗
（０ ０２７）
－０ ２４６
（０ １９４）
０ １６６３
（０ １６５）
０ １５０２ ∗∗∗
（０ ０２８）

０ ４１８６ ∗∗∗
（０ １１５）
ＹＥＳ
－５ ３３７７ ∗∗∗
（０ ３６３）
１ ９２８ ６０
－１２ ７１２ ９２
１１ ３２１

（３）
（４）
是否联合申请发明专利 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
－０ ４２１８ ∗∗∗
－０ ５１７９ ∗∗∗
（０ ０７７）
（０ １２３）
０ ４７５１ ∗∗∗
（０ ０２２）
－０ １３５５
（０ １３６）

０ ９７４５ ∗∗∗
（０ ０３０）
－０ ２３５９
（０ １９７）

０ ４３３４ ∗∗∗
（０ １４６）

１ ８７６２ ∗∗∗
（０ ５９７）

０ ２４８５ ∗∗
（０ １２１）

０ １４８１ ∗∗
（０ ０６５）
ＹＥＳ
－４ ８２６３ ∗∗∗
（０ ２７９）
８６２ ９３
－４ ８４７ ９９
１１ ３２１

０ ４６６６ ∗∗∗
（０ １６８）

０ ３４９１ ∗∗∗
（０ １０９）
ＹＥＳ
－７ ２３３７ ∗∗∗
（０ ３８０）
２ １３６ ０７
－１０ １８５ ６５
１１ ３２１

四、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战略管理领域的资源基础观和组织学习的视角， 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

中国沪深 Ａ 股制造业 １６４４ 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 实证考察了企业国际化对合

作创新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国际化程度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合作创新；
第二， 企业创新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及其所在地的制度环境显著调节了国际化对合
作创新的影响。 具体地， 创新能力的提高、 海归高管比例的增加、 良好的制度环境
分别对合作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 并削弱了国际化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对于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推动建设全面开放
的新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 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主体， 应该积极探索开放式
创新的新机制、 新模式， 通过内外部的合作研发实现优势互补， 打造无边界组织， 激
发企业自身的创新积极性， 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影响力。 其次， 积极把握经济
全球化的大方向， 继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促进贸易和跨国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鼓励企业加大国际化力度， 为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创新、 价值共创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
次， 企业在与供应商、 用户、 竞争者、 科研或政府机构等外部主体进行合作创新的过
程中， 应结合自身优势， 充分利用企业在创新能力、 高管团队和所在地的制度环境等
方面的有利条件， 适时适当地构建和管理开放式创新网络。 此外，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
适合开放式创新， 也并非所有的创新都适合通过开放合作的方式来实现。 企业应当明
确适合自身的开放范围， 有效控制风险， 结合自身优势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地利用好
开放式创新， 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 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 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
境， 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 提高运行效率， 为推动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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