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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别测度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和制

造业出口质量，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将生产性服务中间品完全消耗系数权重分至各

制造行业中， 使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 （ ＩＶ－ＧＭＭ） 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

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各行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大小、 方向和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提

升， 其中金融、 信息和研发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对资本及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内资制造企业的影响程度更大。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通过促进企业创新、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劳动供给率进而提升制造业出口质量， 并

且对高生产率的制造企业的影响更显著。 本文的研究对于开放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

出口质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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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意味着我国要实施

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目前， 中国制造长期以来凭借人口红

利等传统要素禀赋获取成本竞争的出口模式正逐渐丧失优势地位， 面临着 “由多

向好” 全面提升出口质量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 本文研究如何借助开放生产性服

务业进口生产更高质量的 “中国制造” 出口产品， 为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的经

济体提供理论参考。
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的影响研究， 主要集中在发现

了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国际分工地位、 出口增加

值、 自主创新效率等产生了正面影响 （杨校美和张诚， ２０１５［１］； 杜运苏和彭冬冬，
２０１９［２］； 杨玲， ２０１６［３］； 冯正强和陈乘， ２０１８［４］）， 鲜有文献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进

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 部分学者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进口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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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 这类文献与本文的研究相关。 Ｂａｓ 和 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
（２０１５） ［５］实证分析发现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使进口种类增加， 引致企业升级中间

品进口技术复杂度进而提高出口质量。 王明涛和谢建国 （２０１９） ［６］认为缔结自由贸

易协定能够加深贸易自由化程度， 市场竞争加剧将引致出口质量的提升。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８） ［７］发现企业生产率提高能够正向促进出口质量的提升。
考虑到直接相关的文献较少，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进

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大小、 方向和作用机制， 这有助于理解生产

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制造业出口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为： 第一， 相较于以往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文献较多的采用世界各国国家层面的数

据，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间品完全消耗系数， 分离出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

品进入不同制造业的权重进行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考虑了内生性问题， 克服了以

往文献使用宏观数据可能产生的加总性偏差。 第二， 考虑到产品异质性和企业异质

性， 将生产性服务业细分成行业层面的金融服务、 信息服务、 研发服务和其他商务

服务进行分组实证研究， 对不同密集型、 注册类型的制造企业的出口质量也进行分

组实证研究， 多维度地考察本文的核心命题， 最后还拓展分析了该种影响对不同异

质性的制造企业的时序性波动， 这较以往文献有所拓展。 第三， 本文实证检验了生

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企业创新、 生产成本和劳动供给率产生显著影

响， 并通过企业生产效率中介进而最终提升出口质量的这一机制。 研究结论有助于

理解我国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经济体战略的经济绩效。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

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制造业通过进口高技术复杂度的生产性服务产品获得技术外溢效应， 进

而提升企业创新， 最终提高出口质量。 现有大量的文献研究已经揭示， 高技术复杂

度的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其内含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专业技术， 更容易通过与制造业的

前向和后向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制造企业的生产与组织模式创新， 如通过进口

增强了企业相关人力资本的学习和模仿能力， 为企业不断获取竞争和示范效应， 进

而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同时， 服务业被看作是企业创新的中介 （Ｍａｇｇｉ ａｎｄ Ｍｕｒｏ，
２０１３） ［８］， 将提高或改良其产品的设计、 开发和引进能力， 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附

加值的提高 （夏杰长和倪洪福， ２０１６） ［９］。 虽然以上的文献并未直接将生产性服务

业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制造业出口质量联系起来， 但其内在的逻辑反映出生产性服务

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所内含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等， 将通过其自身的 “ 技术外溢” 推

动制造企业创新， 最终对制造企业出口质量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
第二， 通过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品， 可以有效降低制造企业生产成本， 同时提

高劳动供给率， 从而提升出口质量。 根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等 （２０１０） ［１０］的研究， 每新进口

一种中间产品种类， 将会降低年均中间品进口价格指数的 ４ ７％。 因此制造企业通

过进口不同种类的中间品， 并替代国内昂贵或稀缺的生产性服务种类时， 可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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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 以保证用于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资本充足。 另外， 根据齐俊妍和吕建

辉 （２０１６） ［１１］的研究， 企业通过进口生产性服务产品， 将可能获得专业化的人力资

源和技术， 促进劳动供给率的提高。 更高技术复杂度的生产性服务产品包含更高级

的技术、 知识及信息， 因此进口更高技术复杂度的生产性服务中间品， 可能对制造

企业的出口质量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三， 进口的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复杂度越高， 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正向影响越

大， 并且该影响将通过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来发挥作用。 唐保庆等 （２０１１） ［１２］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 进口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可以通过获得其内涵的

技术溢出而显著地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及生产率的提高， 但进口劳动和资本密集型

的生产性服务， 却不能对进口国的技术进步或生产效率起到正向影响。 该研究结论

的内在逻辑说明， 所含技术复杂度较高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产品， 能够

发挥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由此可见， 不同技术复杂度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产品所

产生的影响不同， 而发挥正向影响的关键在于进口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否有较高的技

术复杂度。 另外，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１３］也通过实证发现中间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高

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但对于低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劳动供

给率， 并通过企业生产效率中介来提高制造业出口质量。
本文的理论影响机制如图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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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理论影响机制

三、 变量选取、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一）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为被解释变量。 出口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的测度一

般基于产品单位价值 （Ｕｎｉｔ Ｖａｌｕｅ） 和需求函数法， 鉴于出口产品普遍存在要素价

格扭曲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而导致产品价格并不能客观反映出产品质量， 本文采取

需求函数法来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
本文参考杜霞曦 （２０１８） ［１４］的做法， 假设 Ｑ（ｘｔ） 是 ｔ 年出口产品 ｘ 的质量， Ｙ（ｘｔ）

是 ｔ 年出口产品 ｘ 的消费量， Ｐｘ 为出口产品 ｘ 的价格， Ｐ（ｘｔ） 为 ｔ 年出口产品 ｘ 加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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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 且 Ｐ（ｘ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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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ε）

。 ｇ 为总支出中用于产品 ｘ 所属行业的部分，

ε为弹性指数且 ０＜ ε ＜１。 从需求函数上分析， 出口产品 ｘ 质量越高， 则消费者从中可得

的效用越高， 根据消费者预算约束可以求解并推导出消费者对出口产品 ｘ 的最优消费：

Ｙ（ｘｔ） ＝
Ｑ ｘｔ( )

ε－１ Ｐｘ－εｇ
ｐ（ｘｔ） １

－ε （１）

（１） 式说明， 消费者的需求总体上与产品价格成反比， 但与产品质量呈正比。
按照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 （２０１３） ［１５］的做法， 将式 （１） 两边取对数并将弹性指数设为 ５，
得到如下计量回归方程式：

Ｉｎ Ｕｘｔ ＋ εＩｎ Ｐｘｔ ＝ ϕｔ ＋ ϕｘ ＋ δｘｔ （２）
其中 Ｕｘｔ 是 ｔ 年该国的 ｘ 产品出口数量， Ｐｘｔ 是 ｔ 年该国 ｘ 产品出口价格， φｔ 表示

出口目的地－时间固定效应， φｘ 表示出口产品固定效应， δｘｔ ＝ （ε － １） ＩｎＱｘｔ 表示包含

了出口产品质量信息的残差项， 即企业－产品－出口国－年份所定义的产品质量可通

过估计残差值， 再用残差除以 （ε － １） 测度：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ｘｃｔ ＝ ＩｎＱ ＝
δｋｘｃｔ
ε － １

（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ｘｃｔ 表示 ｋ 企业生产的 ｘ 产品在 ｔ 年从 ｃ 国出口的产品质量。 因不同出口

产品质量加总经济学意义较小， 所以本文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 （２０１４） ［１６］的方法，
对 （３） 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使数值保持在 ０ 至 １ 之间， 便于后续进行时间和截面

差异性分析：

ｆｉ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ｘｃｔ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ｘｃｔ － ｍ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ｘｃｔ

ｍａｘ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ｘｃｔ － ｍ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ｘｃｔ
（４）

整理可得， ｃ 国制造业企业 ｋ 在 ｔ 年整体出口产品的质量为：

ｆｉ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ｃｔ ＝ １ ／ Ｋｘｃｔ∑ ｆｉ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ｘｃｔ （５）

相关产品价格、 产品数量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 同时综合运用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将企业名称和时间等信息匹配。 对于匹配成功的样本， 根据许家云

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剔除异常值， 随后按照式 （２） 对各产品分别进行回归， 最后根

据式 （４） 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且依据式 （５） 对不同样本层面加总分析。 对照我

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本文得到制造业共计 ３０ 个行业①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度出口质量。 鉴于样本期内 ２０１７ 年数据缺严重缺失， 本文借鉴王永

钦等 （２０１８） ［１７］的思路， 计算相近年度数据的自然增长率， 再以 ２００９ 年数据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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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制造业 ３０个大类包括：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

业； 纺织服装、 服饰业；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家具

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石油、 炼焦及核燃

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

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 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础对缺失年份的数据进行补齐。
表 １说明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整体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年均增长率在 １％左

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 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稳步上升， ２０１５年后呈现部分下降趋势，
这可能由中国制造业出口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所致。 另外，
不同所有制制造企业的出口产品的质量都呈上升趋势， 与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保持

了一致性。

表 １　 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变化趋势

年份 制造业整体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股份制企业 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

２００９ ０ ６１ ０ ５７ ０ ７７ ０ ６６ ０ ９
２０１０ ０ ６１ ０ ５９ ０ ７８ ０ ６９ ０ ９１
２０１１ ０ ６２ ０ ５７ ０ ７７ ０ ６９ ０ ９１
２０１２ ０ ６４ ０ ６５ ０ ９１ ０ ７５ ０ ９８
２０１３ ０ ６４ ０ ７９ ０ ９９ ０ ８９ １ １３
２０１４ ０ ６４ ０ ７７ ０ ９８ ０ ８８ １ １２
２０１５ ０ ６６ ０ ７９ ０ ９９ ０ ８９ １ １２
２０１６ ０ ６６ ０ ７９ ０ ９８ ０ ８８ １ １２
２０１７ ０ ６６ ０ ７９ ０ ９９ ０ ８９ １ １３

注： 除制造业整体出口质量外， 本研究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各类制造企业的分类数据， 分别测算国有

企业、 私营企业、 股份制企业、 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出口质量。

２ 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 Ｑｓ ）， 根据 Ｈａｕｓ⁃
ｍａｎｎ和 Ｂａｉｌｅｙ （２００６） ［１８］提出的产品复杂度指数方法进行计算， 该方法基于比较

优势原理， 认为低质量的服务品将由低工资、 低收入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 而高

收入、 高工资的国家生产的服务品技术复杂度水平则相对更高：

Ｑｓｔｃｋ ＝∑
ｔｃｋ

ｍｔｃｋ ／ Ｍｔｃ

∑ ｔｃ
（ｍｔｃｋ ／ Ｍｔｃ）

Ｇ ｔｃ （６）

其中 Ｑｓｔｃｋ 是 ｃ国 生产性服务业某细分行业 ｋ 在 ｔ 年的技术复杂度， ｍｔｃｋ 是 ｃ国生

产性服务业 ｋ 行业 ｔ 年的出口额，Ｍｔｃ 是 ｃ国 ｔ 年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Ｇ ｔｃ 是 ｃ
国 ｔ 年人均 ＧＤＰ 水平。 在 （６） 式的基础上， 测算某一国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

杂度， 通过对各服务贸易分项加权平均的方式获得国家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

术复杂度模型：

ｆｉｎａｌＱｓｔｃ ＝∑
ｃ

ｍｔｃｋ

Ｍｔｃ
Ｑｓｔｃｋ （７）

根据式 （６） 得到各生产性服务部门各年的进口技术复杂度， 再根据式 （７）
得到我国在统计年度内每年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进一步依据中国

国家统计局 《中国 ２０１２年投入产出表》 计算生产性服务中间品完全消耗系数， 再

采用该系数分离各类进口生产性服务业进入不同制造业的比例， 依据该比例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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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进口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复杂度之积表示各类制造行业的进口生产性服务业技

术复杂度①。
综合中国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以及 《生产性

服务业分类 （２０１５） 的》 对生产性服务各行业的归类， 再结合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

库的进口服务数据可得性， 本文所指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房地产业； 金融业； 信息传

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专利和特许知识产权服务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共 ６个行业。 各国各生产性服务行业进出口额数据来源于世界经贸组织

数据库 （ＷＴ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各国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样本选取了 ２０１７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口规模前 ６０位经济体

的生产性服务进口额和人均 ＧＤＰ 计算进口技术复杂度， 总体服务贸易进口总额占到

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 ８０％以上， 能够较好地反映世界生产性服务贸易现状。
表 ２说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平均呈现不同程

度的增长， 但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进口技术复杂度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其中现

代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平均水平较高， 且增速超过 ２０％， 而传统生产性

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平均较低， 增速在 １０％左右。 进口技术复杂度增速的差异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进口

技术复杂度水平的进一步分化。

表 ２　 全球各生产性服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进口技术复杂度测度

年份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房地产业 金融服务业

专利和特许知识

产权服务

信息传输、 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
商务服务

２００９年 ０ ６６４ ０ ７９３ １ ５１４ １ ２７６ ２ ０８２ １ ７２０
２０１０年 ０ ７２８ ０ ７１５ １ ７００ １ ３８７ ２ ７９１ １ ９１９
２０１１年 ０ ８７７ ０ ２６８ １ ６０６ １ ４８８ ３ ０２４ ２ １６８
２０１２年 ０ ９２３ ０ ３０６ １ ５９２ １ ４４３ ３ ００３ ２ ２８３
２０１３年 ０ ９２０ ０ １５８ １ ５９４ １ ６３４ ２ ９８８ ２ ３９７
２０１４年 ０ ９８２ ０ ４０９ １ ３６４ １ ７９２ ２ ８５７ ２ ６８９
２０１５年 ０ ８９０ ０ ５９７ １ １８１ １ ６４５ ２ ７３１ ２ ３７５
２０１６年 ０ ８８０ ０ ７４０ １ ３０１ １ ６８８ ２ ６６５ ２ ４８３
２０１７年 ０ ９４３ ０ ７９１ １ ３４５ １ ７６２ ２ ７４５ ２ ５４５

３ 控制变量

借鉴前人的研究， 本文加入以下控制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溢出率 （ Ｓｐｉｌｌ ），

借鉴高静 （２０１９） ［１９］的方法测度， 表达式为 Ｓｐｉｌｌ ｊｔｍ ＝ ∑（ｉｍｐｏｒｔ ｊｔｍ ／ ｇｄｐｔｍ） × ｒｄｔ ， 其

中 ｉｍｐｏｒｔ ｊｔｍ ／ ｇｄｐｔｍ 构建的权重代表企业 ｊ 在该国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品 ｍ的金额占 ｔ
年该国 ｇｄｐｔｍ 的比重， ｒｄｔ 表示 ｔ 年进口国的研发总支出；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 Ｐｍ ），
借鉴杨玲 （２０１７） ［２０］的方法， 将制造企业增加值与全部制造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之比作为生产率指标； 制造业行业出口渗透率 （ Ｅｘ ）， 本文采用样本期内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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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出口交货值与总产值之比表示； 制造业人力资本 （ Ｈｕ ）， 本文采用样本期内

各制造业行业、 各类制造企业研发人员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与全部从业人员年

平均人数之比表示； 经济增长情况 （ Ｇｄｐ ）， 本文借鉴张峰等 （２０１９） ［２１］的方法，
采取样本期内我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作为时间因素的控制变量表

示； 贸易自由化程度 （ Ｔａｒ ）， 本文参考余淼杰 （２０１１） ［２２］的方法， 采用样本期内

ＨＳ１７编码水平上的各货物产品关税数据对应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中的细分行业， 计算同一类制造行业的货物产品关税均值表示。 主

要原始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及

世界经贸组织数据库。
（二） 研究模型

本文借鉴杜运苏和彭冬冬 （２０１９） 的方法构建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影响的回归模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ｎｔ ＝ α０ ＋ α１Ｑｓｎｔ ＋ α２Ｓｐｉｌｌｎｔ ＋ α３Ｐｍｎｔ ＋ α４Ｅｘｎｔ ＋ α５Ｈｕｎｔ ＋ α６Ｇｄｐｎｔ ＋

α７Ｔａｒｎｔ ＋ εｎｔ 　 　 　 　 　 　 　 　 　 　 　 　 　 　 　 （８）
模型 （８） 可以检验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各制造行业的影响程度。

其中， α０ 为常数项， αｉ（ ｉ ＝ １， ２， …， ７） 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下标 ｔ 为年份，
下标 ｎ（ｎ ＝ １， ２， …， ９０） 为制造业细分行业数， 共计 ３０类制造行业， 各行业分为

大、 中、 小三种类型， 共计 ９０类。 ε 为扰动项。
（三） 内生性研究

由于各个制造企业通常根据自己的标准和意愿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品， 这导致

制造企业样本存在个体偏好等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 或是与出口产品存在交互关系

而产生 “逆向选择” 的情形， 从而引发内生性问题。 静态的回归方法无法解决内

生性问题， 而动态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法 （以下简称 “ ＩＶ－ＧＭＭ” ） 能够借助与

扰动项不相关的 “工具变量” 实现一致估计， 解决由遗漏变量或者偏误所导致的

内生性。 因此， 本文利用 ＷＴＯ服务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样本期间各年度生产性服

务业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 （ Ｓｒ ）， 再借鉴杨玲 （２０１７） 的方法， 将生产性服务业

向制造业各部门的投入与服务业总体向制造业投入的比 （ Ｓｉ ） 作为生产性服务业

进口技术复杂度 （ Ｑｓ ） 的工具变量。

四、 实证分析

（一） 制造业全样本回归结果

表 ３为估计结果， 第 （１） 列为执行固定效应模型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Ｅ） 所得结

果， 虽然考虑了个体异质性， 但未考虑内生性影响， 因此仍存在与真实值出现较大

偏差的可能。 第 （２） 列为加入工具变量 （ Ｓｒ 、 Ｓｉ ） 后的 ＩＶ－ＧＭＭ动态估计结果。
工具变量 Ｆ 统计值为 ２５ ３２２，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为

０ ７３９， 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ＤＷＨ 外生性检验显著， 说明满足外生性假设。
因此， 本文认为第 （２） 的估计结果避免了内生性问题所引发的估计偏误， 结果也

更为显著。 本文以下分析基于第 （２） 列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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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静态 （ＦＥ） （２） 动态 （ＩＶ－ＧＭＭ）

Ｑｓ ０ ３７２３∗ １ ２２４４∗∗

（０ １９７０） （０ ５８０６）

Ｅ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７）

Ｈｕ
－３ ６９１８∗∗ －４ ５５１５∗∗

（１ ５９６７） （１ ７６７７）

Ｇｄｐ
－０ １６０６∗∗ ２ ９４８８∗∗∗

（０ ０７９４） （０ ９０３９）

Ｔａｒ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４１５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３３９）

Ｓｐｉｌｌ
０ ０６５７ －０ １６６２∗

（０ ０５２２） （０ ０９７５）

Ｐｍ
－０ ２２４２ ４ ７５９６
（２ １５７８） （３ ３３３６）

Ｒ２ ０ ９８３ —
Ｎ ２７０ ２７０

过度识别检验： ＳａｒｇａｎＰ 值 — ０ ７３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 χ２Ｐ 值 ０ ０６５　 —

工具变量检验： 弱识别 Ｆ统计量 — ２５ ３２２　
ＤＷＨ外生性检验 — ４９ ６０８∗∗∗

注： 括号内的数值是 ｔ值对应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 ５％ 、 １０％ 的显著水平。 Ｓａｒｇｎ Ｐ 值表
示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得到的对应的 Ｐ 值； ｈａｕｓｍａｎχ２ （Ｐ 值） 表示对静态模型采用随机效
应还是固定效应检验的 χ２ 值， 检验结果表明静态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通过表 ３的回归结果， 我们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出口

质量的影响大小和方向， 结果说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制造业出口

质量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 并且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越高， 制造业出口质

量的提升程度也就越高。
（二） 影响机制检验

除了影响大小和方向外， 本文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 。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企业创新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其出口质量的重要原因， 而生产成本和劳动供给率也会

对出口质量产生进一步影响。 受毛其淋 （２０１９） ［２３］的检验方法启发， 本文首先构

建企业创新、 生产成本和劳动供给率三个指标， 再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进口

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复杂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生产成本及劳动供给率。 其中， 企

业创新的常用指标主要有专利申请数或者企业每年研发投入所占制造业销售总值

的比重 （高静等， ２０１９）。 本文考虑到专利申请数更能体现创新效能的市场成

果， 故采用制造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的自然对数来描述实际创新效能。 生产成本

测算选用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劳动供给率借

鉴杨玲 （２０１７） 的做法， 使用工业企业用工人数与总就业人口的比①来表示。 数

据来源于 《中国科技数据库》、 《中国工业经济数据库》 以及 《中国劳动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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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中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 验证结果显示在表 ４中 （１）—（３） 列。
除此之外， 本文分别检验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与企业创新、 生产成本和劳

动供给率的交互项是否对制造业出口质量产生影响， 验证结果显示在表 ４ 中

（４）—（６） 列。
表 ４中第 （１） 列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通过技术溢出， 有效促进了制造企业的创新效率提升。 第 （２） 列的估计结果显著

为负， 第 （３） 列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降

低了制造企业生产成本， 并且促进了制造企业的劳动供给率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

企业借助进口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被传递了先进的技术和前沿的信息， 促使其在生

产过程中发挥 “干中学” 的模仿效应， 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生产和组织模式创新。
另一方面， 随着国内制造企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出口世界市场份额相继扩

大， 制造企业形成了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 而规模经济可以促进制造企业劳动

供给率的提高。 第 （４）—（６） 列估计结果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创新、 生产成本及

劳动供给率与企业进口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复杂度交互项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出

口质量。

表 ４　 影响机理检验

变量
（１）

企业创新

（２）
生产成本

（３）
劳动供给率

（４）
出口质量

（５）
出口质量

（６）
出口质量

Ｑｓ 　 ４ ２５８１∗∗∗ 　 －６ １４１９∗∗ 　 ０ ２５９５∗∗∗
— — —（１ ５２０５） （３ ０８２０） （０ ０５９０）

Ｑｓ ×企业创新 — — —
０ ０１５９∗∗

— —（０ ００４８）

Ｑｓ ×生产成本 — — — —
　 １ ２９３１∗∗∗

—（０ ０５４５）

Ｑｓ ×劳动供给率 — — — — —
　 ２ ４２４９∗∗∗

（０ １０２１）
企业和行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９８３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７ ０ ９５８ ０ ９６８ ０ ９６８
Ｎ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注： 括号内的数值是 ｔ值对应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水平。

进一步， 本文借鉴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思路， 将制造企业按照生产率水

平分为四组， 生产率水平位于后 ２５％的企业， 为低生产率企业； 生产率水平位于

后 ２５％～５０％的企业为中生产率企业； 生产率水平位于前 ５０％ ～ ７５％的企业为中高

生产率企业； 生产率水平位于前 ２５％的企业为高生产率企业。 生产率指标沿用前

文控制变量的测算及数据来源， 即制造企业增加值与全部制造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

数之比。 四组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 ５所示，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估计系

数在第 （１） 列低生产率企业中并不显著， 而在第 （２） 和 （３） 列的估计系数均

为正， 并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在第 （４） 列高生产率制造企业的估计系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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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正， 这意味着最高生产率的制造企业更易于通过进口生产性服务， 最终促进出

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并且进口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复杂度越高， 对高生产率水平的

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影响越大。
综上， 本文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假设， 即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了企

业创新、 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劳动供给率， 并通过企业生产效率中介来提高制

造业出口质量

（三） 异质性影响研究

考虑到前文将不同行业的进口生产性服务以及不同资源密集型、 注册类型的制

造企业作为样本混合研究， 或产生异常值对影响大小和方向有所干扰， 本文接下来

将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 ５　 生产率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低生产率企业
（２）

中生产率企业
（３）

中高生产率企业
（４）

高生产率企业

Ｑｓ
－０ ０２２３ ０ １０９５∗ ０ １６２１∗∗ １ ８７０７∗

（０ ４８１３） （０ ０６３４） （０ ０７８１） （１ ０８６３）

企业和行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６７ ８１ ９４ ２８

过度识别检验： ＳａｒｇａｎＰ 值 ０ ９１０２ ０ ９３１７ ０ ７６２４ ０ ５２４１

工具变量检验： 弱识别 Ｆ统计量 ４０ ００２ １６２２ ４５８ ８７３ ６９７ １９ ８２８

ＤＷＨ外生性检验 ３８ ５６２∗∗∗ ７９ １４６∗∗∗ ８９ ４４４∗∗∗ ２０ ６９４∗∗∗

注： （ ） 内的数值是 ｔ值对应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水平。 Ｓａｒｇｎ Ｐ 值表
示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得到的对应的 Ｐ 值。

１ 关于生产性服务进口产品异质性

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按照类型划分为金融、 信息、 研发和其他商务服务①， 并

借助马盈盈 （２０１９） ［２４］的思路， 将国家层面的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细化到行业层

面②以检验各类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对制造业各行业的出口质量的差异性影响。 由表

６ ＩＶ－ＧＭＭ的回归结果可见各类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均显著促进了制造业

出口质量。 其中， 金融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最大， 说明影响作用最为显

著， 这可能是由于进口金融服务直接缓解了制造企业的融资约束， 获得用于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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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以及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关于生

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划分， 本文将金融服务业进口归为金融服务；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进口归为

信息服务； 专利和特许知识产权服务业进口归为研发服务； 房地产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进口， 和商

务服务归为其他商务服务。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投入产出表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由于样本期间其他年度数据缺失，

作者借鉴王永钦等 （２０１８） 的思路， 计算相近年度数据的自然增长率， 再以 ２００７ 年数据为基础对缺失年份

的数据进行补齐。 鉴于对较多数据进行了补齐， 为严谨性考虑， 此处结果仅作参考， 本文实证结果仍以原样

本回归结果为主。



量升级的资金支持。 信息服务和研发服务进口复杂度的回归系数次之， 说明制造企

业通过进口具有高技术复杂度的信息和研发服务， 将国外先进的互联网和电子信息

技术与生产环节相结合， 并直接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的提高， 从而提升

产品质量。 其他商务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企业的出口质量影响系数最小， 这

可能是由于房地产、 交通运输等其他商务服务所内含的技术复杂度较低， 能够为高

技术制造企业带来的技术溢出空间较小。

表 ６　 产品异质性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金融服务
（２）

信息服务
（３）

研发服务
（４）

其他商务服务

Ｑｓ
０ ９２２１∗∗∗ ０ ９０１１∗∗∗ ０ ８９５６∗∗∗ ０ ８８９３∗∗∗

（０ ２００６） （０ ２０９７） （０ ２０４５） （０ １１４８）

企业和行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过度识别检验： ＳａｒｇａｎＰ 值 ０ ２１８１ ０ １７３７ ０ １１４８ ０ １７０５

工具变量检验： 弱识别 Ｆ统计量 １９ ０１８ １９ ６３７ １９ ２２９ ２０ ４２３

ＤＷＨ外生性检验 ３４ ２２８∗∗∗ ３５ １９７∗∗∗ ３４ ５６０∗∗∗ ３６ ４１６∗∗∗

注： （ ） 内的数值是 ｔ 值对应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水平。 Ｓａｒｇｎ Ｐ 值表示
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得到的对应的 Ｐ 值。

２ 企业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制造业 ３０类行业根据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及资源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技

术密集型三组①； 将制造业按企业注册类型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组， 其中内资

企业包括国有、 集体、 股份合作、 股份制及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从表 ７ 的回归结果来看，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资本密集

型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正向影响最显著， 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次之， 对劳动及资源密集

型制造业影响最不显著。 这可能由于更高资本和技术要求的制造业对高级生产性服务

的投入需求更高、 投入强度更大， 因此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越高则更能推动

制造业产品发展的转变。 由于外资企业通常可利用其母公司的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

配置资源， 而内资企业对其需要的进口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复杂度水平更为敏感， 因

此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内资制造企业出口质量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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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分组为 ａ 劳动及资源密集型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纺织

业； 纺织服装、 服饰业；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烟草制品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橡胶和

塑料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ｂ 资本密集型行业： 石油、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

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ｃ 技术

密集型行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 船舶、 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和其他制造业。



表 ７　 企业异质性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劳动及资源
密集型

（２）
资本

密集型

（３）
技术

密集型

（４）
内资
企业

（５）
外资
企业

Ｑｓ
　 　 ０ ０２４５∗∗∗ 　 　 ０ ４７８３∗ 　 　 ０ ３３８９∗∗∗ 　 　 ０ ０６７５∗∗∗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５５） （０ ２６１０） （０ ０５９５） （０ ０１９７） （０ ００１９）

企业和行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２６ ６３ ８１ ９９ ６７

过度识别检验： ＳａｒｇａｎＰ 值 ０ ９３８６ ０ ３９７７ ０ ７０５９ ０ ８６２４ ０ １８８９

工具变量检验： 弱识别 Ｆ统计量 １１５０ ４０８ ４２ ６０５ １８０３ ６６０ ２． ６５８ ７ ４６０

ＤＷＨ外生性检验 １１９ ７０５∗∗∗ ３９ ７０３∗∗∗ ７９ ３２９∗∗∗ ５ ３００∗ １４ ７１８∗∗

注： （ ） 内的数值是 ｔ 值对应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水平。 Ｓａｒｇｎ Ｐ 值表示
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得到的对应的 Ｐ 值。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正向影响我国制造业出

口产品质量。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定性， 本文用替换原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测

算方式， 并替换回归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来重新验证实证结果。 由于产品的单位价

格对其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基于单位价值法计算制造业各行业各出口产品单

价的加权平均数以获得样本期间各制造行业出口质量①替代原被解释变量， 各类制

造产品出口金额； 借鉴杜运苏和彭冬冬 （２０１９） 采用 “增加值贸易理论”②重新测

算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来替代原被解释变量， 其中生产性服务产品出口中

国国内增加值的测算利用 Ｔｉｍｍｅｒ （２０１６） ［２５］的方法， 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

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８所示， 均与上文中全样本回归一样

显著， 这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定的。
（五） 拓展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异质性因素的时序性影响

为了系统性地认识作为与现代制造业紧密联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技术复杂

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时序性影响， 即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着重影响

何种制造行业、 何种制造企业类型？ 这种影响强度是如何发展的？ 本文进一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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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测算公式： ， 其中 Ｑｌｔｙ ｊ 是制造业某细分行业 ｊ 行业的出口质量 （单

位价值）， Ｖ ｊｉ 是 ｊ 行业中第 ｉ 中产品的出口金额， Ｑｕｔｙ ｊ 是 ｊ 行业中第 ｉ 中产品的出口数额。

②测算公式： ， 其中 Ｊ（ｋｔ） 是服务业某细分行业 ｋ在 ｔ 年的技术复杂度， ｎｔｃｋ 是 ｃ

国服务业 ｋ行业 ｔ年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 ｎｔｃ 是 ｃ国 ｔ年向世界出口服务的增加值， Ｇｔｃ 是 ｃ国 ｔ年人均 ＧＤＰ 水

平； ， 其中 ｍｃｋ 为 ｃ 国进口某服务业 ｋ 的金额， Ｍｃ 为 ｃ 国进口服务业总额。



（８） 式的基础上， 继续将影响因素按照制造业劳动及资源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类处理。 为消除量纲影响， 将式 （８） 中生产

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经过以下步骤处理。

表 ８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１）
全样本

（２）
劳动及资源

密集型

（３）
资本

密集型

（４）
技术

密集型

（５）
内资
企业

（６）
外资
企业

Ｑｓ ０ ２９１７∗ ０ ６０４８∗∗ ０ ０５３６∗∗ ０ ０５０３∗∗ ０ ０９６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１５４５） （０ ２６８５） （０ ０２５３）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０００）
企业和行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９７２ ０ ９８２ ０ ９９７ ０ ９８２ ０ ９９２ ０ ８９９
Ｎ ２７０ １２６ ６３ ８１ ９９ ６７

注： （ ） 内的数值是 ｔ 值对应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水平。

步骤 １： 对影响因素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极差法标准化处理：

Ｐｎ
ｊ ＝

Ｙｎ
ｊ － ｍｉｎＹｎ

ｊ

ｍａｘＹｎ
ｊ － ｍｉｎＹｎ

ｊ

（９）

其中， Ｐｎ
ｊ 表示第 ｎ（ｎ ＝ １， ２， …， ３０） 个评价对象的第 ｊ（ ｊ ＝ １） 个评价指标，

ｍｉｎＹｎ
ｊ 和 ｍｉｎＹｎ

ｊ 分别为个体 ｎ 在第 ｊ 个评价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步骤 ２： 将标准化后的新变量 Ｐｎ

ｊ 乘以公式 （８） 中经过计量分组回归后解释

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α ， 得到 αＰｎ
ｊ 。 将同一生产要素密集类型下的 αＰｎ

ｊ 相加处

理， 得到劳动及资源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变量 Ｚｎ
ｆ ， 其中 ｆ ＝

１， ２， ３。

Ｚｎ
ｆ ＝∑

ｎ

ｊ ＝ １
ａＰｎ

ｊ （１０）

同理， 根据相同的方法得到我国制造业两类不同企业注册类型分组 （ 内资企

业和外资企业） 的两个一级变量， 最终得到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中国

制造业出口质量影响的时序演变。 为消除均值的影响， 本文还考察了对应变异系数

的变化情况， 以反映其影响的波动程度。 相应结果见图 ２。
观察图 ２的均值可知，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

型制造业出口质量影响效果最为显著； 其次是对内资制造企业的影响； 最后是对外

资制造企业、 劳动及资源密集型的影响。 对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以

及内资企业出口的发展在经历了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短暂的下降后于 ２０１４ 年达到峰

值， 这可能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在该年度自身发展的波动有关。 其他类

型的企业的波动也基本符合该趋势。 整体的波动程度并未超过 １个变异系数， 这说

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的出口质量的影响长期以来具有稳定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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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年度均值与变异系数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相关数据首先对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制造

业出口质量进行了测算， 然后研究在经济开放政策下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是否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提升以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并且从实证角度

分别刻画了各类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大小、 方向和该种影响的时序性效果。
本文的结论及主要启示如下： 第一，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出

口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并且该影响是通过促进企业的创新效率、 降低生产成

本、 提高劳动供给率作用于企业生产效率， 进而促进出口质量提升。 这一结论在

多个异质性角度的考察下均保持稳健。 该结论有助于理解我国进一步深化开放包

括金融、 物流等生产性服务贸易战略的经济绩效。 因此， 我国应贯彻执行贸易自

由化战略， 通过对话和合作争取部分发达国家放松出口管制， 降低引进高技术复

杂度的生产性服务业成本。 第二，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整体质量呈现波动上升， 同

时， 各服务部门进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呈现较大差距，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

复杂度增速最高， 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增速低。 金融、 信息和研发生产性服

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影响最大， 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对金融、 信

息和研发类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 但对传统商务服务业可遵循循序渐进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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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构化牵动质量跃升。 第三，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资本、 技术密

集型制造行业出口质量的影响更大， 其次是对内资制造企业的影响。 由此可见， 产

业间的协同发展将为彼此提升出口质量带来助力， 因此应着重关注第二、 三产业结

构的协同性转型， 这是带动我国制造业出口质量整体升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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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ｉｇ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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