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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测算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并利用金融许可

证信息识别地级市层面外资银行进入行为， 采用渐进式 ＤＩＤ 方法探讨了金融开放

对企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表明， 相比于没有外资银行的城市和外资银行

进入之前， 外资银行进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 ＤＶＡＲ， 这一结论无论在微观企业层

面还是中观的城市－行业－所有制层面均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 并在多个维度的稳健

性分析下保持稳健。 机制研究表明， 外资银行进入并不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直接地

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攀升， 而是通过提升金融中间投入效率来间接地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攀

升。 外资银行的示范效应在生产率更高的企业、 出口企业和垂直一体化水平较低的企

业中更明显。 本文研究意味着金融开放是中国对外贸易升级的一个重要动力， 中国主

动扩大金融开放也是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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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 金融对外开放究竟会如何影响中国出口的真实收益？ 我们

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１］所提出的微观企业出口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来衡量真实

贸易利得， 探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是否推动了中国出口 ＤＶＡＲ 的攀升， 并借此展

望中国金融开放是否可能成为扩大对外开放， 提升开放水平， 打造贸易强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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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推动力①。
本文之所以选择以外资银行进入为表征的金融开放切入问题， 首先， 中国是一

个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 银行在资本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而且， 中

国金融体系长期受困于低效率和金融抑制 （林毅夫等， ２００９） ［２］， 为了提升资本配

置效率， 缓解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问题， 中国开始在政府主导下开始进行全面有步

骤的银行体制改革。 放宽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正是银行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 虽然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大量的城市商业银行进入市

场， 银行主体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 但需要说明的是， 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

市商业银行从根本上来说仍是地方政府控股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３］， 因此它们所带来的

竞争效应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可控的， 如 Ｆｅｒｒｉ （ ２００９） ［４］ 和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２０） ［５］均认为它不能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足够强的影响。 这就使得基于城市商

业银行或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为背景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实际是对政府主控的中国

银行业改革效果的评估， 而非地方金融发展的真实效应。 外资银行虽然业务经营受

到国内法律的限制， 但行为却几乎不受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 因此， 我们基于外资

银行进入更可能得到地方金融发展的真实影响， 这也是本文选择以外资银行作为切

入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 虽然我国已经逐步履行加入 ＷＴＯ 时的开放承诺，
但金融开放水平始终不高， 我国政府推进金融开放的一个主要顾虑在于， 开放条件

如果不成熟可能会加大国内金融风险 （董青马和卢满生， ２０１０） ［６］， 但邓敏和蓝发

钦 （２０１３） ［７］指出金融开放整体上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金融风险产生了较强的作

用。 本文希望进一步从贸易收益的角度评估现有金融开放的影响， 并尝试为金融业

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依据和方向。
在中国银行业改革影响的理论研究方面， 首先， 鲜有文献探讨了中国银行管制

放松在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影响， 而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２０） 直接探讨的是地方金融发展

对出口额的影响，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指出， 单纯基于出口的量不足以衡量真实

的贸易利得， 更需要从附加值变动的角度来对贸易的真实得失加以判断。 其次， 已

有基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讨论中， 文献主要关注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７）， 或是宏观层面上金融竞争的影响 （蔡卫星和

曾诚， ２０１２） ［８］， 少有文献从金融开放的角度来关注这一问题。 再次， 已有理论大

都围绕银行间竞争、 融资约束缓解这一视角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９］， 但由于外资银

行开展业务受限， 它无法适用于外资银行的影响。 然而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产生可

观的间接影响， 其先进的管理制度、 服务理念以及金融产品创新都可能对国内银

行产生重要的外溢性作用， 这一 “示范效应” 亟需经验证据的支持。 因此， 本

文基于银行管制放松， 从外资银行进入的视角探讨其对 ＤＶＡＲ 的影响， 发现并

刻画出外资银行进入的 “示范效应”， 对于已有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拓展。
综上， 本文尝试将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２０） 的研究推进至企业出口附加值层面， 引入

金融开放补充解释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所发现的中国企业附加值率攀升事实，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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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未有特殊说明， 本文的外资银行均为外商独资银行。



希望能在如下三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 第一， 将中国金融业改革冲击引入中国对外

贸易领域， 综合探讨中国金融开放， 银行业管制放松对中国出口真实收益的影响，
对已有相关文献是一个重要的拓展。 第二，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识别并证实金融开

放的间接效应， 刻画金融开放背景下外资银行进入的正外部性以及中国银行业的学

习行为， 对于已有理论框架是一个良好的补充。 第三， 未来几年， 中国将大幅度放

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程度， 如何将金融业的高水平开放和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相结

合将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的结论具有有益的实践意义与政策性

价值。

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 真实贸易利得的衡量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１０］指出产品内分工背景下， 产品生产全球布局， 增值环节

被细致地切割， 这使得出口额无法准确体现一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下的贸易真实收

益。 基于此， 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研究迅速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热点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１１］；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李胜旗和毛

其淋， ２０１７［１２］； 铁瑛等， ２０１８［１３］ ）。 在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之后，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将 ＤＶＡＲ 的测算推进到企业层面， 铁瑛等 （２０１８）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测

算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 已有文献对中国 ＤＶＡＲ 的测算结果普遍表明， 中国的

ＤＶＡＲ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有持续显著的提高。
在对中国 ＤＶＡＲ 攀升的解释方面，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指出国产中间品对进

口中间品的快速替代是中国 ＤＶＡＲ 攀升的主要原因， 而这可进一步归因于投资自

由化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 他们的结论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在此基础

上关于中国 ＤＶＡＲ 攀升的系列研究中，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补充了上游垄断

的影响， 铁瑛等 （２０１８） 探讨了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挤出加工贸易带来 ＤＶＡＲ 的

“被动” 攀升。 在对中国 ＤＶＡＲ 攀升的解释中， 尚未有学者明确地引入金融开放因

素，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虽然提到了投资自由化趋势， 但主要讨论的是制造业方

面的投资自由化所引致的外商直接投资， 并没有深入地讨论服务业方面的投资自由

化。 而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 后有计划推动的金融开放试点同样是投资自由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基于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研究结论， 金融开放与中国 ＤＶＡＲ 的攀升也

很有可能存在重要的关联性。
（二） 金融开放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 由于政府对银行完全支配， 行政命

令往往产生非市场性的干预， 这使得中国长期存在低效金融体系和快速出口扩张、
高速经济增长并存的局面。 中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很早就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注

意， 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政府有步骤地推进银行业改革，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 年相继建立中国银

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四大专业银行， １９８７ 年交通

银行等股份制银行陆续进入市场， １９９５ 年城市商业银行开始试点， ２００２ 年中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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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ＷＴＯ 后银行业开始按城市分层次、 分步骤地进行实质性的开放。
普遍存在的金融低效首先会影响到出口表现， 它可能通过抑制企业研发和生产

率的提升， 从而阻碍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抑制企业的出口 （何光辉和杨咸月，
２０１２） ［１４］。 这一方面容易造成现有出口关系的脆弱， 另一方面也阻止了新的出口关

系形成， 不利于出口真实收益的增减。 金融低效还可能会对企业 ＤＶＡＲ 产生直接

的影响， 一方面金融低效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出口方式选择， 企业可能被迫选择加工

贸易以从国外获得融资 （Ｍａｎｏｖ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１５］； Ｍａ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６［１６］ ）， 而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铁瑛等 （２０１８） 的测算均表明加工贸易企业的 ＤＶＡＲ 显著更

低； 另一方面金融低效也会直接抑制企业在 ＧＶＣ 链条的攀升。 马述忠等

（２０１７） ［１７］以加工贸易企业为样本， 发现高融资约束会阻碍企业进入高价值链环节，
这就容易造成中国出口企业被长期锁定在低端环节， ＤＶＡＲ 难以获得提升。

以银行管制放松和结构性竞争为特征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是否会成为中国 ＤＶＡＲ
上升的重要因素呢？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 我们很难给予上述问题以否定的回答。 纵

观已有研究文献发现， 虽然他们的落脚点在宏观层面集中于地方经济增长， 而微观

层面集中于企业生产效率， 获得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 但主流观点都认为中国银行

业改革所引致的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克服金融低效率。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魏志

华等 （２０１４） ［１８］考察了地方金融发展 （地方金融生态） 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并发现银行管制放松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Ｌｉｎ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９） ［１９］、 蔡卫

星和曾诚 （２０１２） 则关注了银行体系改革中银行自身行为的变化， 前者发现引入

外资的银行整体表现要优于没有引入外资的银行， 后者同样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所引

致的金融竞争可以提升银行的贷款效率。 综上所述， 我们得出本文的基准命题。
命题 １： 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三） 金融开放的示范效应

已有文献在理论机理方面也发现， 地方金融发展提升了银行间竞争水平， 推动

银行行为的去行政化， 从而缓解融资约束 （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Ｆｅｒｒｉ （２００９） 和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２０） 均指出虽然中国对银行管制有所放松， 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

市场份额占比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２０） 进一步指出外资银行

２０１５ 年在中国银行业资产占比也仅仅 １ ３％， 而且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也是严

格受限的①， 因此外资银行进入通过提升银行间竞争水平， 甚至缓解融资约束的

直接影响可能非常有限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即便少数学者探讨了外资银行进

入的影响 （如 Ｌ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９）， 但其分析仍然是基于银行的结构性竞争

机制。
Ｌｉｎ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９） 发现， 外资注入能够显著提升国内银行的业绩表现，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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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限制直到中国 ２００２ 年加入 ＷＴＯ 后履行加入承诺才开始逐步放开， 而且以城市为单位逐步开放，
２００２ 年第一批开放城市只有上海、 深圳、 大连和天津 ４ 个，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第二批开放城市也只有广州、 珠

海、 青岛、 南京和武汉 ５ 个， 不仅经营地域有严格的限制， 而且还要求外资银行必须设立期满 ３ 年才可递

交开设人民币借款业务申请。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 实施 “分行与法人并行， 法人导向政策”， 才逐步取消

了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在地域和客户对象上的限制。



意味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可能带来类似于示范效应的间接影响， 国内银行通过学习效

应同样可以提升中国的金融投入效率。 它们除了带来了银行业先进的管理理念， 推

动金融产品创新和新型盈利模式， 还改变了国内银行的行为。 而且如 Ｑｉａｎ 和

Ｒｏｌａｎｄ （１９９８） ［２０］发现金融开放能够提升政府宏观政策的纪律性； 邓敏和蓝发钦

（２０１３） 证实了金融开放有助于抑制东道国的经济 （金融） 波动和风险。 综上所

述， 外资银行进入虽然可能难以直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提升企业的 ＤＶＡＲ
水平， 但有可能通过示范效应等外溢影响提升整体金融效率， 从而间接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的攀升。 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二个待检验的命题。
命题 ２： 外资银行进入主要通过示范效应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

提升。

二、 外资银行进入背景、 实证策略与数据处理

（一） 外资银行进入及发展历程

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 我国逐步开始对外开放， 但由于在开放过程中采取 “先实体

经济， 后金融领域” 的开放战略， 相对于实体经济领域， 银行业的开放水平一直

有待提升。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进程， 我们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

并逐步发展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８０—１９９３ 年）， 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 但其存在形式以代表处

为主， 外资银行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而只能经营外汇资金业务， 且服务目标群体被

限定为外资企业。 外资银行在这一时期所能进入的城市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且必须

经历复杂的审批手续方能在北京设立 “代表机构”， “如有必要” 才可申请在其他

“指定城市” 设立派出机构。
第二阶段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 １９９４ 年发布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首次明确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市场准入和标

准； 中国人民银行于 １９９６ 年发布第 ４２５ 号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上海浦东外资

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开始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外资银行开

展人民币业务的试点。 中国人民银行在 １９９９ 年发布第 ２４３ 号文件 《关于扩大上海、
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的通知》， 在上海和深圳的外资银行可将客户分别扩

展至浙江、 江苏两省和广东、 广西、 湖南三省， 人民币业务的规模逐步扩大， 且允

许外资银行进行同业拆借。 但在这一时期， 外资银行的客户仍被严格限制为外资企

业与境外居民。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１ 年后）， 代表性事件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 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 后开

始以城市为单位有计划逐步开放， 在 ２００６ 年五年过渡期结束， 移除全国的准入限

制和人民币业务限制。 国务院还在 ２００３ 年发布 《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

机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８ 年废止更新）， 明确了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和

持股比例限制。 在加入 ＷＴＯ 的五年过渡期后，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鼓励

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的数据样本， 恰好对应于中国按城市梯度逐步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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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由于外资银行在城市准入限制的移除均来源于行政命令， 且往往开放进程快

于加入 ＷＴＯ 承诺时间表， 这使得外资银行的进入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金融开放的一

个很好的准自然实验。
（二） 基准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铁瑛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 将实证模型设定

如下：
ＤＶＡＲ ｉ， ｔ ＝ Ｃｏｎｓ ＋ β１Ｄ＿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 ｔ ＋ β２ＰＴＡｉ， ｔ ＋ γＸ ＋ θｉ ＋ θ ｊ， ｔ ＋ θｏ， ｔ ＋ εｉ， 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表示企业， ｊ 表示 ＧＢ２ 行业， ｏ 表示所有制， ｔ 表示年份。 在变量

方面， 企业出口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我们用它来衡量我国出

口真实收益， 具体的测算可参见下文指标测算部分的说明。 外资银行存在哑变量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我们使用它刻画金融开放。 如果我们将一

直没有外资银行的城市中企业作为控制组， 那么 β１实际上相当于一个 ＤＩＤ 形式的

估计参数， 它衡量了相比于外资银行进入之前以及没有外资银行进入的城市， 外资

银行进入后对城市中企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 鉴于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以及铁瑛等

（２０１８） 指出 ＤＶＡＲ 在不同的贸易方式会有较大差异， 我们控制了加工贸易占比

（ＰＴＡ）， 基于海关库的贸易方式分类， 加工贸易取 “１”， 获得企业层面的加工贸

易占比。 已有研究所控制的其他因素基本都可以被本文的固定效应所涵盖， θｉ为企

业固定效应， 它不仅可以用来控制企业间不随时间变动的固有差异， 还可以控制企

业所处城市、 行业以及所有制的固有差异， 如城市的发展历史、 区位等， 可以控制

铁瑛等 （２０１８） 所强调的城市间差异并且部分地控制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所指出

的投资自由化进程， 行业的成长周期、 技术结构等， 所有制固有差异等； θｊ，ｔ 为

ＧＢ２ 行业－年份联合固定控制行业层面的冲击， 如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所指出

的上游垄断问题，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所强调的人民币升值 （行业需求冲击） 以

及不可观测的技术冲击或投入结构变革等； θｏ，ｔ为所有制－年份联合固定控制所有制

层面的冲击。
控制变量方面， 我们借鉴相关研究， 在企业层面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

产率， 分 ＧＢ２ 行业基于 ＡＣＦ 法测算得到； 企业规模以从业人员数表示； 企业层

面的实际有效汇率和企业层面的目的国偏好， 使用类似于计算实际有效汇率的方

式， 将目的国人均实际 ＧＤＰ 按照出口额进行加权平均得到； 人力资本水平以平

均工资表示。 在城市层面进一步控制了最低工资标准、 邮局数量、 城市 ＧＤＰ、
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城市市场潜力。 为了缓解内生性的影响， 受限于数据， 除市场

潜力外， 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一期滞后， 城市层面的其他变量均进行了五年

滞后。
但简单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面临两大问题的挑战， 即企业进入退出和遗漏变

量对实证估计精度的扭曲。 为了缓解上述两大问题， 本文的实证模型还使用了建

立在由工业企业数据库 （以下简称工企库） 联合海关数据库 （以下简称海关库）
的企业数据加总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至 “城市－ＧＢ２ 行业－所有制－年份” 这一高维面板

数据基础之上。 基于工企库和海关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的企业样本中， 持续存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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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占总样本的比重甚至不足 １５％， 而基于企业层面的实证估计中无法控制企

业进入和退出对整体的影响， 即便控制个体固定也只会剔除只存在一年的企业。
假如我们只关注企业行为的变化， 那么基于企业层面控制个体固定后的研究仍然

是可靠的， 但当我们要对整体效应进行评价， 在企业进入退出相对频繁的环境

中， 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偏差。 此外， 在企业－年份层面下，
即便控制企业个体固定与年份固定仍然可能面临企业随时间变化的大量不可观测

因素， 通过有限的控制变量很难实现足够严格的控制， 这使得估计结果面临遗漏

变量问题的挑战。 但通过将样本处理为当前的高维面板数据样本， 我们可以通过

控制多维的联合固定效应尽可能控制无法观测的因素。 而在机制分析中， 通过交

乘行业层面的变量， 可以控制城市－年份联合固定， 从而不仅能够吸收水平项的

影响， 更能够进一步降低遗漏变量的风险。 因此， 我们对如下的方程再次进行了

估计：
ＤＶＡＲｃ， ｊ， ｏ， ｔ ＝ Ｃｏｎｓ ＋ β１Ｄ＿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 ｔ ＋ β２ＰＴＡｃ， ｊ， ｏ， ｔ ＋ γＸ ＋ θｃ， ｊ， ｏ ＋

θ ｊ， ｔ ＋ θｏ， ｔ ＋ εｃ， ｊ， ｏ， ｔ （２）
其中， 下标 ｃ 表示城市， ｊ 表示 ＧＢ２ 行业， ｏ 表示所有制， ｔ 表示年份。 可以

看到， 即便进行了加总处理， 但城市－ＧＢ２ 行业－所有制层面仍是高度细化的，
它仍然保留了可观的微观信息， 尤其能够对中国金融的所有制差异进行直接的

分析。
在变量方面， 企业出口附加值率与加工贸易占比等原本在企业－年份层面的数

据， 我们均加总平均至城市－ＧＢ２ 行业－所有制－年份层面， 原城市－年份层面的控

制变量则保持不变。 θｃ，ｊ，ｏ类似于 （１） 式中的 θｉ， 为城市－ＧＢ２ 行业－所有制联合固

定， 用来控制个体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差异， 其他固定效应均相同， 不再赘

述。 由于 （２） 式相较于 （１） 式是更为严格， 其估计结果也是相对更为可信， 本

文后续的稳健性以及机制分析，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需要企业异质性信息， 均在

（２） 式上展开。
（三） 数据介绍及处理

本文的微观数据主要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相应年份的海

关数据库构建。 具体的处理方式学界已比较成熟， 不再进行详细说明。 本文对所有

制的识别方法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汇报的实收资本， 以占实收资本最大的资

本性质定义企业所有制性质。 而后根据企业的省市县码和邮政编码找到对应的地级

市， 如果二者有一方缺失， 则以未缺失的匹配为准， 如果二者对应不一致， 以省市

县码为准， 进而将相应数据平均至城市－ＧＢ２ 行业－所有制－年份层面。
本文城市层面的变量主要来源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下文

简称城市库）。 本文的金融开放数据来源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的金

融许可证查询系统， 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每个银行分支机构的机构类型、 机构名称、
成立日期、 所在省市及代码、 所属银行及代码。 本文在系统中人工找出所有的外资

银行， 如果城市在 ｔ 年存在外资银行， 则将外资银行存在哑变量记为 “１”， 而后按

照城市代码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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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口国内附加值指标测算

本文参照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测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企业层面的 ＤＶＡＲ， 具体

而言， 首先获得企业 ｉ 的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ｉ， ｊ， ｔ ＝ １ －
（ ｉｍｐｏ

ｉ， ｊ， ｔ ＋ ｉｍｐｐ
ｉ， ｊ， ｔ）

Ｙｏ
ｉ， ｊ， ｔ ＋ Ｙｐ

ｉ， ｊ， ｔ

（３）

其中， 下标 ｉ 表示企业， ｊ 表示 ＧＢ２ 行业， ｔ 表示年份， 上标 ｏ 表示一般贸易，
ｐ 表示加工贸易， ｉｍｐ 为企业的中间品进口额， Ｙ 为企业的产出。 在此基础上， 为

了能够更精确地识别中间品进口额， 还借鉴铁瑛等 （２０１８） 的做法， 进行了一系

列的细节处理， 不再赘述。 最后， 借鉴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我们将 ＤＶＡＲ 小于 ０
或大于 １ 的企业视为样本中的异常点， 予以剔除。

（五） 金融嵌入度的测算及含义

金融嵌入度 （Ｅｍｂｅｄ）： 本文借鉴 “制造业服务化” 相关文献的思想， 利用

ＷＩＯＤ 数据库， 测算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各行业来自金融业中间品的完全消耗系数。
这表示制造业行业所使用的金融中间投入品占其所有中间投入品的比重， 反映了相

应行业对于金融中间投入品的依赖度。 它越大表明该行业越依赖于金融中间投入，
那么自然可以预期金融中间投入效率的提升会对该行业产生更强的影响， 因此， 我

们以金融嵌入度反映金融中间投入效率的影响强度。 最后， 类似于 Ｍａｎｏｖａ 等

（２０１５） 的处理， 使用均值作为不随时间变动的行业特征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再进

一步将其匹配到 ＧＢ２ 行业。
（六） 其他指标

文中还使用到了外部金融依赖度指标和垂直一体化指标， 限于篇幅， 不再具体

介绍， 备索①。

三、 实证分析结果

（一） 基准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基于 （１） 式进行了基准的估计，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列 （１） 中为基

准结果， 列 （２） 则回归到 （２） 式的固定效应控制， 列 （３） 不对城市层面其他

变量进行控制， 衡量变量遗漏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外资银行存在哑

变量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相对于没有外资银行的城市以及外资银行

进入之前， 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出口附加值率水平。 这与我们的理

论预期相符， 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强了银行业结构性竞争， 一方面带来了更高的金融

效率 （Ｌ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９）， 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也可能促进本土

中间品供应商的创新， 促进本土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 从而提升了我国出口

附加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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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基于企业层面的估计结果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ＶＡＲｉ，ｔ （１） （２） （３）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０９５３∗∗ 　 ０ ０１９７∗∗∗ ０ ００９３２∗∗

（０ ００４０４） （０ ００３４４） （０ ００４１２）

ＰＴＡｉ，ｔ
－０ ０６７２∗∗∗ －０ ２８３∗∗∗ －０ ０６７７∗∗∗

（０ ００４８４） （０ ００６４５） （０ ００４８１）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Ｆｉｒｍ ＦＥ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ＧＢ２－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ＧＢ２－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２ １３１ ８３ ６７９ ７４ ０８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３０ ０ ４５３ ０ ８３０

注： 括号内为按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０ ０１， ∗∗ 表示 ｐ＜０ ０５， ∗ 表示 ｐ＜０ １， 下文均相同。 受限
于篇幅， 下文表格均不再汇报控制变量估计具体结果， 备索。

为了衡量企业进入退出和遗漏变量所可能带来的偏误， 我们基于 （２） 式再次

进行了回归， 如表 ２ 所示。 列 （１） 为基准结果， 列 （２） 补充了城市层面的控制

变量。 对比列 （１） 和列 （２） 可以看到， 所补充的城市层面变量均不显著， 与表

１ 的情形相仿， 这也佐证了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观点以及铁瑛等 （２０１８） 的实

证结论。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认为， 中国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来源于人民币汇率

升值和投资自由化， 而汇率升值所造成的影响可以通过行业－年份联合固定吸收，
外资银行进入是投资自由化的一种表现， 个体固定可以吸收基于历史、 地理原因的

投资自由化进程影响， 所有制－年份联合固定则可以吸收外资注资的影响， 因此，
城市层面的其他因素都会变得相对次要。 铁瑛等 （２０１８） 强调了加工贸易转型所

引致的出口附加值率提升， 并指出加工贸易占比可以吸收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影响。
这就意味着城市层面变量即便有所遗漏， 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偏误。 因此， 我们可以

以列 （１） 为基准结果， 不仅回避了城市数据缺失所造成的样本损失， 还能得到一

个更加简洁的估计方程。

表 ２　 基于高维面板数据的基准结果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ＶＡＲｃ，ｊ，ｏ，ｔ （１） （２）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ＰＴＡｃ，ｊ，ｏ，ｔ
－０ ２０１∗∗∗ －０ １９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Ｎｏ

Ｃｉｔｙ－ＧＢ２－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ＧＢ２－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 ６５８ １７ ９７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７６ ０ ６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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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估计结果来看， 我们发现外资银行存在哑变量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的系数仍

然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本文的基准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但表 ２ 相对于表 １， 列 （２）
中的系数偏差值大约为 １１７％， 即便在控制个体固定的情况下， 依然有约 ５％的高

估。 这就反映了本文选择构建高维面板的优越性， 我们在模型设定部分已经提

到， 在企业层面下即使控制企业个体固定， 也只能剔除存在一期的企业样本， 无法

有效控制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 而中国出口市场存在大量低品质企业快速进入和退

出， 铁瑛等 （２０１８） 也进一步发现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占据了主体。 这些低 ＤＶＡＲ
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同样可能是外资银行进入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不能对这一行为进

行控制， 我们无疑会高估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 ＤＶＡＲ 的正面作用。
（二） 平行趋势检验

鉴于渐进式 ＤＩＤ 估计精度的关键在于准自然实验发生前的平行趋势， 我们首

先给出一个直观的结果。 结果表明， 在外资银行进入之前， ９５％置信水平下，
ＤＶＡＲ 没有发生明显提升， 而在外资银行进入后的 １ ～ ２ 年 （即 ｔ ＝ １ 的时间截面），
ＤＶＡＲ 有了显著的上升， 限于篇幅， 具体不再列出。

基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年与样本当前年份的差， 更为正式的估计方程如下：
ＤＶＡＲｃ， ｊ， ｏ， ｔ ＝ β１Ｄ＿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 ｔ ＋ ∑ ５

ｎ ＝ －６
［ρｎ·（ Ｉｔ －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ｃ ＝ ｎ

ｃｔ ·Ｄ＿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 ｔ）］ ＋

∑ ５

ｎ ＝ －６
（φｎ·Ｉｔ －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ｃ ＝ ｎ

ｃｔ ） ＋ β２ＰＴＡｃ， ｊ， ｏ， ｔ ＋ θｃｊｏ ＋ θｏｔ ＋ θ ｊｔ ＋ εｆｈｃｔ （４）

其中， Ｉｔ －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ｃ ＝ ｎ
ｃｔ 为哑变量， 当年份与外资银行进入年为 ｎ 时取 “１”， 因此，

平行趋势假设要求当 ｎ＜０ 时， 即外资银行进入前， 系数 ρｎ 均不显著估计结果如 ３
所示， 我们得到了与预期一致的结果。

表 ３　 平行趋势假设的补充检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ＶＡＲｃ，ｊ，ｏ，ｔ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３）
ＰＴＡｃ，ｊ，ｏ，ｔ －０ ２０１∗∗∗ （０ ００９）

Ｉ （ ｔ－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 ＝ －３）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２）
Ｉ （ ｔ－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 ＝ －２）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９）
Ｉ （ ｔ－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 ＝ －１）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１）

Ｉ （ ｔ－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 ＝ ０）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外资银行进入当年）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３）
Ｉ （ ｔ－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 ＝ １）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８）
Ｉ （ ｔ－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 ＝ ２）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９）
Ｉ （ ｔ－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 ＝ ３）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７）
Ｉ （ ｔ－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 ＝ ４）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２）

Ｔｒｅｎｄ ＦＥ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ＧＢ２－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Ｅ Ｙｅｓ

ＧＢ２－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 ６５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７６

注： Ｔｒｅｎｄ 为 （ｔ－ｂｉｒｔｈｙｅａｒ） 所构成的时间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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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慰剂检验

由于本文的实证设定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 ＤＩＤ， 我们借鉴 Ｌｕ 等 （２０１３） ［２１］ 的

做法， 将政策冲击提前进行安慰剂检验， 考察政策冲击是否具有可预期性。 结果表

明， 核心解释变量均是不显著的， 并且随提前期数增加， 参数绝对值越来越小， 这

说明基准结论不会受到可预期政策冲击的挑战， 基准结论是可信的①。
但上述结果可能仍不足以排除外资银行进入预期的影响， 因为它仅能帮助我们

针对外资银行确实进入的城市排除预期的影响。 而加入 ＷＴＯ 承诺表明确规定了中

国各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的批次与最晚时间， 虽然中国的开放进程是更快的， 但它

仍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帮助建立预期， 那么这种预期是否存在真实的效应呢？ 在表 ４
的安慰剂检验中， 我们分别依据真实的开放城市批次与 ＷＴＯ 承诺中的开放城市批

次再次进行估计， 结果均是不显著的。 这再次说明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于中国 ＤＶＡＲ
的促进作用来自外资银行真实进入的效应。

表 ４　 安慰剂检验： 基于城市外资银行准入再次考察预期的影响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ＶＡＲｃ，ｊ，ｏ，ｔ
（１） （２）

实际开放 ＷＴＯ 承诺

城市开放批次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２０） （０ ００６２２）

ＰＴＡｃ，ｊ，ｏ，ｔ
－０ ２０１∗∗∗ －０ ２０１∗∗∗

（０ ００９３７） （０ ００９３６）

Ｃｉｔｙ－ＧＢ２－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ＧＢ２－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 ６５８ １８ ６５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７６ ０ ６７６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第一是固定效应的调整， 第二是特

殊样本的处理。 其中， 特殊样本处理包括： ① 仅保留了 ２００２ 年后的样本； ② 剔除

北京、 上海等 “超级城市”； ③ 剔除纯加工贸易企业； ④ 剔除 ＦＤＩ 为零的城市②。

四、 机制分析： 示范效应

（一） 基本分析思路

本部分尝试去发现并证明外资银行进入的示范效应， 由于示范效应本身是无法

被直接观测的， 本文选择基于一系列的实证检验对比来尝试识别。 首先， 本文证明

外资银行进入不会直接地改善融资问题， 但基于金融中间品提供效率的改善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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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ＤＶＡＲ； 其次， 进一步去考察上述间接效应的生效时间， 并发现只有在进入前两

年是有效的， 这表明外资银行的优点得到了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的模仿和学习； 最

后， 我们从行业内融资配置、 和外资银行信息中介紧密相关的 ＶＳＳ 指数以及和金

融中间服务紧密相关的结售汇制度进行了充分的佐证。
（二） 基于金融嵌入度的示范效应

外资银行由于发展历史较久， 相对于国内其他银行， 它们在管理和金融研发方

面都具有优势。 因此， 外资银行进入有可能通过示范效应产生正的外部性影响。 同

时， 外资银行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银行业竞争， 但金融开放仍然带来了外资银行的潜

在竞争威胁， 它同样可能提升中国的整体金融效率， 例如国有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革

正是针对金融开放新形势的一大重要决策。 为了能够识别这种外部性影响， 本文引

入各行业对金融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系数， 从而评估出各行业的金融嵌入度 （Ｅｍ⁃
ｂｅｄ）， 将其与外资银行存在哑变量的交乘引入 （２） 式。 如果外资银行通过示范效

应和竞争威胁提升了金融效率， 那么我们应该观察到对于金融嵌入度越高的行业，
金融开放对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因此， 交乘项系数应当为正。 估计结果

如表 ５ 所示， 列 （１） 为基准结果， 列 （２） 同样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固定效应控制。
我们发现， 金融开放带来了更高的金融效率， 更优质的金融中间投入， 通过示范效

应间接地促进了我国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

表 ５　 机制分析： 金融嵌入度的间接影响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ＶＡＲｃ，ｊ，ｏ，ｔ （１） （２）

Ｄ＿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ｃ，ｔ×ｌｏｇ （Ｅｍｂｅｄｊ）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ＰＴＡｃ，ｊ，ｏ，ｔ
－０ ２００∗∗∗ －０ １９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Ｃｉｔｙ－ＧＢ２－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ＧＢ２－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Ｎｏ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Ｎｏ

ＧＢ２－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Ｙｅａｒ 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Ｙｅａｒ 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 ３９４ １７ ５４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００ ０ ７３８

考虑金融嵌入度本身可能涵盖了部分融资约束的影响， 因此， 单一的交互项估

计可能面临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出于严谨性考虑， 本文将融资约束与金融嵌入

度引入同一分析框架中再次进行估计， 结果保持了稳健， 同时也发现外资银行进入

不能通过融资改善来提升金融脆弱企业的 ＤＶＡ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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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一步研究

基于上文分析， 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间接影响。 本文基于四个维度

做了进一步佐证： ① 考察外资银行进入影响的动态演变。 这一考察的基本逻辑是，
假如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示范效应， 那么其影响应当表现为短期作用。
即本土银行需要一段时间去学习和模仿， 当学习阶段结束后， 外资银行对出口附加

值率将不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结果表明， 在外资银行进入的前两期或 ２００３ 年后

的进入， 外资银行存在才会对 ＤＶＡＲ 产生显著的正面促进效应。 ② 我们发现外资

银行进入并不会对高金融脆弱度行业的 ＤＶＡＲ 带来更强的改善作用。 虽然来自银

行的外部融资不会被计入金融中间投入， 但这一结果仍令人费解， 因为 Ｌｉｎ 等

（２０１５） 文献指出外资银行带来的金融效率提升包括贷款分配的去行政化。 我们认

为这可能来源于对企业异质性的缺失，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即便国内其他银行的贷

款行为更加市场化也不会改变行业间的金融脆弱度差异， 但在同一行业内部， 仍然

可能存在贷款配置的优化， 即更优质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贷款。 我们在企业层面引

入企业生产率、 外资银行进入和金融脆弱度的三重交互， 结果表明， 相同行业金融

脆弱度条件下， 行业内更为高效的企业出口附加值率得到了外资银行进入更大的改

善。 ③ 由于外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没有获得开放时， 主要从事与代表外国银行业

务相关的联络、 市场调查、 咨询等非营业性活动， 因此它们可能成为重要的信息渠

道。 为了对这一信息渠道进行检验， 我们基于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的做法构建企业

层面的 ＶＳＳ 指标， 并引入交互项， 结果外资银行对于 ＶＳＳ 较低的城市－行业越强，
证实了信息中介作用。 ④ 结售汇效率正是银行中间投入效率的一种可能的表现形

式。 因此， 我们引入与企业出口倾向的交互项， 结果表明， 出口倾向更高的企业获

得更大的 ＤＶＡＲ 改善①。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测算了微观企业层

面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金融许可证信息识别地级市层面外资银行进入行为，
采用渐进式 ＤＩＤ 方法探讨了金融开放、 地方金融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表明， 相比于没有外资银行的城市和外资银行进入之前， 外资银行进入

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出口附加值率水平， 这一结论无论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中观的

城市－行业－所有制层面均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 并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分析下保

持稳健。 机制研究表明， 外资银行进入主要通过提升金融中间投入效率发挥示范效

应， 间接促进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攀升。 本文的结论可以为我们带来如下两大政策性

启示。
其一， 金融开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博鳌论

坛都指出， 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 放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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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完整的内容和具体的结果不再列出， 备索。 我们还进一步讨论了所有制差异， 限于篇幅，
具体不再展开， 备索。



证券、 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 同时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 放宽外资金融机构

设立限制， 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 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本文的

结论可以从中国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角度给予上述决策以经验证据的支持。 同时

本文所刻画出的学习效应不仅意味着当前金融开放对本土金融业的冲击可能是低于

预期的， 而且也侧面支持了我国政府所主导的银行业改革有层次、 有步骤、 有计划

推行的必要性。
其二， 贸易强国战略实施的部门联动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口虽然总量

不断扩大， 但附加值持续不高， 因此表现出 “大而不强” 的基本态势。 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 “拓展对外贸易， 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推

进贸易强国建设”。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 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不仅仅局限在贸易领

域， 也不止局限于制造业领域， 它还需要金融领域的效率支持和制度保障。 借助于

金融开放和不断深化的银行业改革， 利用更加高效的金融中间投入和更加合理的资

本配置， 提升制造业水平， 实现民族制造业的自主发展， 不仅尽可能摆脱被跨国公

司 ＧＶＣ “俘获”， 跌入低附加值陷阱的风险， 而且可以以制造业结构调整带动出口

结构调整， 增加真实贸易收益的同时调和贸易争端， 避免如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样

的被动局面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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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ＤＶＡ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ＤＶＡＲ 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Ｖ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ａｎｋ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ｅ； Ｔｒａｄｅ Ｇａｉｎ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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