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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的企业创新匹配数据，实证研究服务业开
放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

且这一创新效应受到制度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制度质量越好的地区其服务业开放带来的企业创新效应

越大。进一步，在对创新质量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研发、运输和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对创新质量的

促进效应显著，而信息服务业开放却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服务业开放的创新效应在中国东部地

区企业、外资企业和高出口密度企业中体现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中国如何扎实推进服务业开放并实现高

质量创新具有较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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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企业受经营成本上涨、环境规制趋严、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竞争

力有所下滑。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之后，中国制造业不断承压。创新作

为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动力，是破解“低端锁定”困局、稳定产业链安全从而应对中美博弈与实现

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抓手。２０１９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２０２０年政府工作报告１２次提及“创新”，可见提升企业创新的重要程度与
紧迫性。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１９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为５８９９０件，位居全球第一位，而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评估的中国创新指数评价仅位列全球第１４位。结合当前美国限制中国高新科技公司的举措，我
们反思并意识到，企业在进行创新的时候更应该注重创新质量的提升，创新质量应该成为评价企业创

新绩效中更为重要的维度。

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服务业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虽然长期以来中国的服务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但入世之后，中国不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增

加服务业开放力度：与１９９８年相比，２０１８年有３７％的服务行业取消外资进入限制（苏二豆和薛军，
２０１９）［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
开放”。坚持对外开放，特别是扩大服务业开放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世界贸易报告

（２０１４）》也明确指出“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实现价值链提升的关键”。一般而言，制造业企业服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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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获得性的提高以及服务要素成本的降低有助于下游制造业企业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营造便利

化的协作环境、降低企业投融资成本以及创新成本（孙浦阳等，２０１８；纪祥裕和顾乃华，２０２０；郑妍妍和
郭瑞琪，２０２１）［２～４］。因此，推进以服务贸易为主的“二次开放”，不但有助于中国引领新的全球化进
程，而且对于推进国内制度“深水区”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刘斌和赵晓斐，２０２０）［５］。因此，本文
通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两个大型且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层面的合并数据，尝

试探讨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中国服务业开放提供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

与商品类似，制度质量也有优劣之分，这将直接影响服务业开放的经济效应。制度质量从内容上

看，衡量的是政治、经济多维层面的制度指标，包含市场有效运行所需要的所有规则、契约、知识产权

保护、金融规制以及规则制定程序等。那么在服务业开放的背景下，当制度质量较差时，开放服务业

为跨国公司提供市场准入也难以消除后者对经济发展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担忧，开放服务业的效应将

大打折扣。如果东道国政府的管理能力较低，比如社会安全度较差、法律体系不健全、政府廉洁程度

低或者知识产权保障措施薄弱等，这引发了投资者和贸易商对潜在“敲竹杠”等交易成本的担忧，因此

较低的制度质量可能会降低服务业开放的效应，反之制度质量更高的地区能够更好地实现服务业开

放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

二、理论分析

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类渠道。从直接效应看，

上游服务业开放增加了下游企业服务投入的种类与质量，推动企业“归核化”生产，这不仅有助于降低

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还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劳动投入，进而推动企业创新。随

着服务业开放力度加大，国外优质服务商进入后加剧市场竞争程度，进而降低服务成本（江小涓，

２０１１）［６］，服务业开放甚至能弥补服务市场空白，推动企业服务外包，促使企业专注于产品设计、研发，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与管理效率。不仅如此，国外优质服务提供商还能通过示范效应增进企业间协作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等，２０１７）［７］，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缓解企业内源融资约束，将更多资本投入到新产品开
发和高新技能人才引进领域，推动企业加强研发与创新。

从间接效应看，服务业开放后，随着服务种类和质量可获性的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提升，将加剧市

场竞争程度。总体而言，企业面临的竞争强度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存在倒“Ｕ”型关系，即当企业面临的
竞争程度相对较低时，企业重视创新并且会通过创新“逃离”市场竞争，进而增强竞争力；当企业的竞

争环境超过一定阈值，面临恶劣的竞争环境时，企业悲观预期创新引致的绩效，进而会降低创新投资

（Ａｇｈｉｏｎ等，２００１；聂辉华等，２００８）［８～９］。因而从竞争效应看，一定程度的竞争有助于创新，过度竞争
会损害企业创新。

服务业开放的创新效应受地区差异化的制度水平制约。较高的制度质量意味着较完善的服务外

资引进、保护规制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外资企业进入和经营面临的“搭便车”和寻租可能性低，并且能

增强外商投资经营信心，有助于上游外资企业重视国内市场并增加服务产品供给质量，下游企业增加

研发投资；相反地，如果地区制度质量较差，如政府廉洁程度低、法制体系不健全、契约执行效率较低，

会给投资和贸易带来潜在的损失，增加投资者对经济不稳定和国际贸易安全问题的担忧。这等同于

向投资者和出口商征收了无形的“关税”，使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造成降低跨境贸易

壁垒的无效率。优良的制度质量作为面向外商投资的“名片”，吸引着国外服务提供商和投资者进入

国内市场，有助于提升国内企业的创新绩效。综上，本文提出待检验命题：

Ｈ：服务业开放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制度质量的提高有助于这一效应发挥作用。

三、实证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构建的估计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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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ｅｎｔｉｔ＝α＋β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ｊｔ＋η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ｖｉ＋ｖｔ＋εｉｔ （１）
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ｐａｔｅｎｔ表示企业创新（数量或质量），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为核心自变量服务贸易
开放度，Ｃｏｎｔｒｏｌｓ为控制变量集合，分别为中间品进口关税、企业融资约束、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年龄
和企业是否出口虚拟变量，ｖｉ、ｖｔ和εｉｔ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标准的球型误差项。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本文以企业各类专利总数衡量企业的创新数量，以企业专利被引用数量和发明专利

数量从两个维度衡量企业的创新质量。其中，企业专利的被引用数量属于客观变量，其引用数量可以

从客观的视角衡量企业专利的质量；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为主观变量，由于发明专利的研发投入成本与

技术含量最高，并且发明专利申请难度与保护力度均最高，能较好的体现出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能力。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服务业开放度。该指标的度量是本文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问题。由于不同制造业部门对服务业

中间投入的需求不同，而且服务业不同部门对制造业具体行业的影响途径也存在差异，因此服务业开

放指标要能够反映中国服务业开放对不同行业制造业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借鉴张艳等（２０１３）［１０］的
研究，运用“服务业对外开放×服务业对制造业渗透率”（服务业开放渗透率）来表示服务业对外开放
对不同行业制造业的影响程度。这样不仅能够反映不同服务业部门的对外开放程度，也能够将服务

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考虑在内。指标构建的方法如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ｊｔ＝∑
ｋ
βｊｋ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ｋｔ （２）

其中，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ｋｔ是ｔ年份ｋ服务业的准入程度，计算公式为１－ＳＴＲＩ，ＳＴＲＩ表示服务业限制指
数，其值越大表明该行业对外开放程度越高。βｊｋｔ表示 ｔ年份制造业 ｊ对服务业投入 ｋ的完全消耗
系数。

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具体计算过程较为复杂。借鉴樊瑛（２０１２）［１１］计算 ＳＴＲＩ的方法，先制定每个
服务部门贸易壁垒的测算方程，再根据不同的限制程度打分，并根据权重最终计算出服务贸易限制指

数。具体地，本文首先将不同服务业的限制措施归纳为五类，分别是外资准入限制、自然人移动限制、

竞争障碍、监管透明度和其他措施。再进一步将这５类限制措施细分，以外资准入限制为例，在ＧＡＴＳ
协定第十六款中市场准入的框架下，把大多数外国服务商进入一国市场的形式考虑在内，包括设立分

支机构的限制、绿地投资的限制、收购国内企业限制和设立合资企业限制等措施。接下来结合中国不

同服务业部门对外资准入的政策，对细分后的限制措施进行一一评估，例如是否允许设立分支机构，

是否允许收购该行业国内服务商，如果允许收购，那么再对比外资参股比重的上限。最后，我们可以

利用ＯＥＣＤＳＴＲＩ数据库中的政策模拟器（Ｐｏｌｉｃ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与政策规制数据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进
行打分，ＯＥＣＤＳＴＲＩ数据库提供了完整的打分模板和不同限制措施的权重，大大减轻了本文对政策的
评估和打分的工作量。

计算服务业开放指标的另一个关键是计算服务要素投入的完全消耗系数 βｊｋ，本文采用投入产出
法计算服务业对制造业渗透率。本文在Ｐａｒｋ（１９９４）［１２］、刘斌等（２０１６）［１３］使用的测度方法的基础上，
使用ＯＥＣＤ／ＷＴＯ公布的ＷＩＯＤ２０１６版本数据，运用该制造业行业中服务业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表示
该渗透率。具体公式如下：

βｊｋ ＝ａｊｋ＋∑
ｎ

ｒ＝１
ａｋｒａｊｒ＋∑

ｎ

ｓ＝１
∑
ｎ

ｒ＝１
ａｋｓａｒｓａｊｒ＋Ｌ （３）

（３）式中，βｊｋ代表制造业ｊ对服务业投入ｋ的完全消耗系数，公式右侧第一项表示第ｊ产品部门对第ｋ
服务部门的直接消耗量；式中第二项表示第ｊ产品部门对第ｋ服务部门的第一轮间接消耗；式中的第三
项为第二轮间接消耗量；依此类推，第ｎ＋１项为第ｎ轮间接消耗。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揭
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部门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它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制造业与服务业各部门

之间相互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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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重要变量和进一步控制可观测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模型还加入了一系列控

制变量，具体如下。

行业中间品关税率（ＩＮｔａｒｉｆｆｊｔ）：关税水平一直是反映一国市场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全
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下，产品内分工作为重要的生产模式，企业生产产品时所需的中间品可能需要进

口甚至多次进出口，中间品进口关税作为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新产品研发与创新产

生重要影响。本文借鉴相关文献（Ｓｃｈｏｒ，２００４；毛其淋和盛斌，２０１３）［１４～１５］的研究方法，采用如下公式
度量行业中间投入品关税率：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ｊｔ＝∑ｋ∈Ｍｊ
ＩＮｋｔ／∑ｋ∈Ｍｊ

ＩＮ( )ｋｔ × ∑
ｈ∈Ｌｊ

Ｎｈｔ×Ｔａｒｉｆｆ( )ｈｔ ／∑
ｈ∈Ｌｊ

Ｎ{ }ｈｔ （４）

其中，ＩＮｔａｒｉｆｆｊｔ代表两分位行业ｊ在ｔ年份的投入品关税率，ＩＮｋｔ／∑ｋ∈Ｍｊ
ＩＮｋｔ表示行业投入要素ｋ在ｔ年

的投入比率，由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Ｍｊ表示行业ｊ的投入集合；ｈ表示协调编码产品，Ｌｊ表示
该行业下产品ｈ的集合，Ｎｈｔ表示ＨＳ６位数下的产品税目数，Ｔａｒｉｆｆｈｔ表示在第ｔ年进口产品ｈ的从价关
税率。需要说明的是，ＨＳ６分位下的产品协调编码版本并不一致，本文统一为 ＨＳ２００２版本。数据源自
ＷＩＴＳ数据库。

企业融资约束（ＦｉｎＣｏｎ）：融资约束会限制企业的研发投入及设备更新等，进而制约企业的
创新数量与质量，本文将企业债务与资产的比率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其数值越大，表明企

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越严重，预期符号为负。企业资本密集度（Ｋｄｅｎｓｉｔｙ）：要素禀赋理论认为，生
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和使用比例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单位产品的劳

动与资本要素占比越高，企业雇佣优质劳动力推动创新的能力越强，因而有必要控制企业的资

本密集度，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除以企业从业人数表示，其中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

余额使用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预期符号为正。企业年龄
（Ａｇｅ）：随着企业成立时间的增加，企业管理效率日渐成熟，创新意识降低，对革新性创新投资的
意愿降低，因而随着企业经营年限的增加，企业创新将降低。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没有

报告企业成立时间，只报告了企业开业年份，本文运用以下公式得到企业成立时间：企业生存时

间 ＝当年年份 －企业开业年份 ＋１。企业是否出口（Ｅｘｐｏｒｔ）。出口企业往往拥有更广阔的市场，
与国际企业接轨度更高创新意识更强，并且还能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本土企业创新。预

期系数符号为正。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说明

本文的研究主要使用两套权威数据库，分别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专利数据库，时间范围

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了规模以上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规模以上的标准
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在５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２０１１年调整为２０００万人民币以上。本文使用的是工业
企业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行业分类共有３０个大类，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是 ＧＢ２００２，两分
位行业对应的代码是从１３～４３。服务业开放度指标为ＩＳＩＣＲｅｖ．４下行业分类，本文首先将服务业开
放指标经ＨＳ２００２编码转换为ＧＢ２００２行业分类。

为避免已有研究中发现的企业名称变更、指标数值异常等问题，本文对该数据库做了如下处理：

（１）参考Ｂｒａｎｄｔ等（２０１４）［１６］的研究，依据企业法人代码和企业名称识别出同一家企业；（２）删除样本
中重复的观测值，并剔除了企业经营时间不符合常识的样本；（３）剔除了财务指标中负值、不符合会计
记账规则的样本。

第二套数据库为企业专利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包含了丰富的企业专利信息，包含企业名称、申请

专利号、申请日期、公开号、公开日、申请专利权人、当前专利权人、专利类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和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引文网络（专利被引用数）等信息。本文首先利用企业名字中介变量，将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企业专利数据库合并，为了提高合并效率，进一步运用企业邮编和企业电话号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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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合并，进而得到企业层面当年申请的专利授权数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分析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影响，并考察地区制度质量对其影响的调节效应。

首先，依据公式（１）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１所示。（１）列报告了以专利数量为因变量的的估计结果，
服务业开放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开放促进了企业创新，服务业开放度每提升一个单位，

企业创新程度平均提高２６７％，可见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非常明显。（２）列报告了专利被
引用数量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度每提升１％时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效应为
３１５％。（３）列报告了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发明专利数量的影响，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发明专利的正向促进
效应为１１．４％。综上，不论从企业专利数量测度的企业创新数量的看，还是从专利引用和发明专利数量
衡量的企业创新质量看，服务业开放都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企业创新质量。

就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中间品关税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中间投入品获取成本提升

时，企业将加大对新产品的创新投入；企业融资约束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当企业财务状况束紧时，将

削减对研发方面的投入，抑制企业创新。资本密集度越高意味着单位产品之中劳动与资本所占比重

较大，企业的薪酬支付与高素质劳动力雇佣能力越高，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大。相较于年轻企

业，成熟企业其创新意识降低，面临组织管理僵化、消极投资革新性研发投资等问题，因此企业年龄越

大，对创新数量与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企业是否出口企业通过出口的水平溢出和逆向技术溢出效

应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质量。

表１　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专利数量 专利引用 发明专利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
０．２６６４

（２９．７５）
０．３１４５

（２７．７９）
０．１１４０

（１９．２６）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０１５

（１４．７１）
０．００１９

（１５．１０）
０．０００９

（１４．４３）

ＦｉｎＣｏｎ
－０．００３９

（－４．８１）
－０．００５２

（－４．８２）
－０．００３０

（－５．８２）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６３

（２１．６１）
０．００６６

（１８．４９）
０．００３３

（１７．７６）

Ａｇｅ
－０．００４３

（－９．０２）
－０．００４５

（－７．６７）
－０．００２９

（－９．５３）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３１１

（２８．６７）
０．０３７０

（２７．０３）
０．０１５５

（２２．８１）

常数项
－０．１１９５

（－２２．４３）
－０．１３８２

（－２０．５１）
－０．０５１２

（－１４．５６）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１８４６６ ２７１８４６６ ２７１８４６６

Ｒ２ ０．４７６ ０．４６４ ０．４５８

　　注：括号内数值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代表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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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逆向因果问题，这是因为服务业开

放度指标通过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投入测算，企业创新行为可能会推动企业对服务贸易的需求。为了

克服变量内生性问题引致的估计偏误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尝试最大程度地缓解内生性。

寻找合适的服务贸易开放度变量是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本文参考黄玖立和李坤望（２００６）［１７］的研究
方法，运用企业所在城市到最近港口的路程距离作为服务业开放的工具变量。具体来看，对港口城市

而言，由于其与国际沟通往来频繁，对外贸易人才汇聚，加之规制、政府管理理念与国际接轨程度高，

其服务贸易开放度较高，越接近沿海地区意味着更加靠近海外市场，而距离港口城市越远的城市，海

外市场可达性低，服务贸易开放度越低，因此满足工具变量选取时的相关性标准；各城市间与最近港

口的路程距离是由地理等因素决定的，新道路的修建与企业创新能力间并无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并且

路程变量反映的是某地区受地理因素影响的海外市场接近程度，属于客观外生变量，因此满足工具变

量选取的外生性要求。

表２　工具变量法回归１

变量
（１） （２） （３）

专利数量 专利引用 发明专利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
４．２０１７

（２．６５）
３．６３８５

（３．８６）
６．５１３２

（２．５５）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０２３

（６．８１）
０．００２６

（６．３３）
０．００２２

（４．２８）

ＦｉｎＣｏｎ
－０．００６２

（－４．９４）
－０．００７１

（－４．６０）
－０．００６７

（－４．１０）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５５

（１３．２２）
０．００５９

（１１．６１）
０．００２０

（３．４３）

Ａｇｅ
－０．００４７

（－１１．３０）
－０．００４９

（－９．６３）
－０．００３４

（－８．８６）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２８７

（２３．６２）
０．０３４９

（２３．２９）
０．０１１７

（７．０９）

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Ｆ １９８．６５ １９２．９４ １８２．７５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 ２６．１２７ １５．２２９ ２６．１９４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 ５３．８２４ ５１．４７１ ５２．１４７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６９４４２８ ２６９４４２８ ２６９４４２８

Ｒ２ ０．１６０ ０．０６８ ０．１１６

　　注：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用来检验工具变量的识别不足；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用来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为弱识
别，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括号内数值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分别代表５％和１％

的显著性水平。

表２报告了企业所在城市到最近港口路程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时第一阶段的 Ｆ值、第二阶段的估
计结果，（１）、（２）和（３）列分别报告了以企业专利数量、企业专利被引证数量和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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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变量时的结果。显而易见，在考虑了潜在的逆向因果问题后，服务业开放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方

面并没有太大改变，表明服务业开放的确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企业创新质量。同时，表２也报告了
估计时对工具变量有效性进行检验的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结果，结果表明使用路程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并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工具变量弱识别等问题，因

而本文对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综上，在考虑服务业开放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

可信，即服务业开放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

（二）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

为检验地区制度质量在服务业开放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的思路是构建出衡量不同地区制

度质量的指标后，将其与服务业开放程度的交叉项引入至估计方程之中。具体来看，采用如下方程进

行计量回归：

ｐａｔｅｎｔｉｔ＝α＋β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ｉｔ＋δ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ｉ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ｍｔ＋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ｍｔ＋η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ｖｉ＋ｖｔ＋μｉｔ
（５）

其中，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ｍｔ表示ｍ省份ｔ年度的制度质量指标，其他符号含义和控制变量选择与公式（１）一
致。当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时，制度质量的提升促进了服务业开放的创新效应，即制度质量越高时，

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制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衡量的是区域内市场发育程度、政策透明度、市场中介组织等因素，这与

该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参考张杰（２０１１）［１８］、宋跃刚和吴耀国（２０１６）［１９］的研
究，选择樊纲等（２０１１）［２０］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区域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各省份
的市场化评价体系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评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评分”“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评分”“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评分”“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上述指标综合计算后

得出省级的“市场化指数”，并与服务业开放度指标构建交叉项后，引入至方程（５）之中进行估计。
表３报告了引入制度质量后的估计结果，（１）（２）和（３）列因变量分别为专利数量、专利被引用数

量和发明专利数量。服务业开放与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制度质量越高的地区，服务

业开放对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效应越大。由于制度质量越高意味着地区更高的营商环境

评分，上述结果表明位于制度质量水准较高地区的企业，其从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

大，即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在服务业对企业竞争力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服务业

开放与制度质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服务业开放程度提升与制度质量水准提高对企业创

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综上，表３的结果验证了本文的拓展命题，制度质量是影响服务业开放对企
业创新效应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多的发生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

表３　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０．０５３２

（２９．２１）
０．０５８２

（２３．７９）
０．０２２７

（１８．４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
０．６８５０

（３６．９２）
０．７７２８

（３２．０７）
０．２９４２

（２３．９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０．０３９２

（３０．４５）
０．０４２９

（２５．６５）
０．０２２０

（２５．２１）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０１６

（１５．７８）
０．００２１

（１６．０３）
０．００１０

（１５．２２）

ＦｉｎＣｏｎ
－０．００３３

（－４．１７）
－０．００４５

（－４．２８）
－０．００２５

（－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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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 （１） （２） （３）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６２

（２１．２５）
０．００６５

（１８．１７）
０．００３２

（１７．０４）

Ａｇｅ
－０．００３９

（－８．３６）
－０．００４２

（－７．０９）
－０．００２６

（－８．７９）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３０６

（２８．２９）
０．０３６６

（２６．６９）
０．０１５３

（２２．４７）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１８４６６ ２７１８４６６ ２７１８４６６

Ｒ２ ０．４７６ ０．４６４ ０．４５９

　　注：括号内数值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代表１％的显著性水平。

与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思路相似，本文继续运用工具变量法尝试克服潜在的双向因果问题，并考察

制度质量的影响。工具变量的选取与机理同上文，表４报告了相关估计结果。首先，交互项的估计结
果均显著为正，表明考虑到服务业开放的内生性问题后，制度质量对服务业开放的企业创新影响的交

互效应依然存在，同时服务业开放和制度质量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并未发生改变，因而可见本

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可信的。其次，表２也报告了工具变量有效性识别统计量，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ＬＭ和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统计量均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这表明
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综上，在识别处理逆向因果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因此制度

质量是促进服务业开放创新效应的重要因素。

表４　工具变量法回归２

变量 （１） （２） （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０．０５３４

（２８．８９）
０．０５８７

（２４．７０）
０．０２２５

（１９．６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
０．６８６６

（４３．１０）
０．７７６３

（３７．９０）
０．２９２１

（２９．６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０．０３９４

（３２．８４）
０．０４３２

（２８．０４）
０．０２２０

（２９．６６）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０１６

（１５．２３）
０．００２１

（１５．３０）
０．００１０

（１５．１７）

ＦｉｎＣｏｎ
－０．００３３

（－４．１６）
－０．００４５

（－４．４２）
－０．００２５

（－５．００）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６２

（２６．９９）
０．００６５

（２２．０７）
０．００３２

（２２．３１）

Ａｇｅ
－０．００４０

（－１１．０１）
－０．００４３

（－９．１１）
－０．００２７

（－１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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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变量 （１） （２） （３）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３０６

（４２．２５）
０．０３６４

（３９．１１）
０．０１５２

（３３．８６）

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Ｆ ７１３．４６ ５７４．９９ ５２３．４４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 １６．２４７ ２２．１３４ ２２．６９２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 ５１．４７１ ５３．１６２ ６４．１９７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６９４４２８ ２６９４４２８ ２６９４４２８

Ｒ２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７

　　注：采用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检验１０％水平的临界值；采用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的识别不足；采用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为弱识别，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括号内数值为

纠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代表１％的显著性水平。

五、异质性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行业间异质性

随着《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的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性被提到了新高度（吕越等，２０１７）［２１］。因
此，本节将进一步将问题聚焦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全面

渗透进入制造业生产的各种工序，与制造业耦合度最高，因而其开放能较大幅度地改善企业服务要素

投入的质量与成本，推动企业深度嵌入到价值链生产体系，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和产业链升级。考虑到

投入产出表中行业的分类与数据可获性，本文重点探讨了研发服务业、运输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金

融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企业专利被引用数量作为因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如

表５所示。
从具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估计系数看，首先研发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显

著且最大①。不难理解，研发服务是与企业创新最直接关联的服务要素投入，其开放提供了企业优质

资本、人才等要素获取的渠道，提升了企业研发的便利程度，有助于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理念和创新文

化与国际先进企业接轨，更能吸引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通过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企业创

新质量提高。其次，运输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为正。运输服务业开放拓

宽了企业获取国外创新与高质量产品的渠道，提升了时效性并且降低了成本，增添了企业创新人才对

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因而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

再次，与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估计结果大相径庭的是，信息服务业开放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即

信息服务业开放较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质量。一般而言，信息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企业查阅、引

证国际文献与专利，降低企业间专利协作的成本，推动专利研发效率提升。计量估计结果与常识相

悖，可能的解释有两方面，一是随着企业知识资本获取范围与效率提升，企业感受到国际创新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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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进而出于削减创新风险和扩大专利创新边际贡献等因素的考量，审慎创新投入，从而降低了创

新；二是信息服务业的开放降低了数字信息跨境流通的成本与障碍，进而降低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

推动了企业创新服务国际外包，即购买更多国际专利授权，因而降低了本土企业的创新。最后，金融

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金融服务业开放不仅降低了国内企业投融资成本，缓

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研发投入，还有助于企业借助国际资本开展创新。

表５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行业间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研发服务业开放程度
７．１０４１

（３７．５２）

运输服务业开放程度
０．８９４９

（１８．８０）

信息服务业开放程度
－３．４８３４

（－２９．７２）

金融服务业开放程度
３．５４７３

（５４．７２）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０１０

（１０．４４）
０．００１９

（１８．１３）
０．００１２

（１１．６５）
０．００１１

（１１．０８）

ＦｉｎＣｏｎ
－０．００４０

（－４．８５）
－０．００３８

（－４．６９）
－０．００３８

（－４．７３）
－０．００４２

（－５．０９）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６３

（２１．８５）
０．００６３

（２１．７２）
０．００６２

（２１．３１）
０．００６１

（２１．２４）

Ａｇｅ
－０．００４３

（－９．０６）
－０．００４２

（－８．９３）
－０．００３９

（－８．２０）
－０．００４２

（－８．８９）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３０１

（２７．８８）
０．０３１４

（２８．９０）
０．０３０８

（２８．４０）
０．０３００

（２７．７５）

常数项
－０．００９３

（－５．０８）
－０．０５２１

（－１０．９４）
０．１０４１

（３７．７５）
－０．１５２１

（－４０．７５）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１８４６６ ２７１８４６６ ２７１８４６６ ２７１８４６６

Ｒ２ ０．４７７ ０．４７６ ０．４７６ ０．４７７

经验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代表１％的显著性水平。

（二）服务业开放地区异质性

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对外开放程度差异明显，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先天条件、范围和程

度均有所不同，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从地区异质性视角拓展分析服务业开放

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表６报告了分地区的估计结果。不论是东部地区，还
是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均显著促进了当地企业创新质，其中服务业开放对东部地区企业创新的激

励效应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东部地区企业密集度和竞争力度大，而且临近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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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意识强烈，随着国际优质服务业要素可获得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幅度较大；西

部地区由于国际服务要素投入少，企业研发创新时对服务要素需求大，因此服务业开放对当地企业创

新的边际贡献高于中部地区。值得关注的是，中西部地区企业融资约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

是由于中西部地区企业普遍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首要面临的是融资约束下企业开展正

常营业活动的能力，这意味着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即当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准

降低到一定阈值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才会体现。

表６　服务业开放地区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东部 西部 中部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
０．３９３２

（２９．８２）
０．３８９７

（１４．５８）
０．２９５８

（１６．６５）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０２４

（１５．３９）
０．０００６
（１．２６）

０．０００９

（２．７３）

ＦｉｎＣｏｎ
－０．００８７

（－６．６４）
－０．００３９
（－１．３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６４）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７６

（２０．８０）
０．００８０

（８．９７）
０．００４１

（７．０８）

Ａｇｅ
－０．００３７

（－６．１６）
－０．００７８

（－５．８５）
－０．００６０

（－７．０２）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３７４

（３４．６８）
０．０４３３

（１０．７１）
０．０３２２

（１５．５８）

常数项
－０．１３４５

（－２１．８９）
－０．１７５０

（－１０．９７）
－０．１２０７

（－１１．４６）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９０１０７９ ２５９１６６ ５５８１９０

Ｒ２ ０．４６９ ０．４４７ ０．４５１

经验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代表１％的显著性水平。

（三）企业类型异质性

进一步考察服务业开放对不同企业类型创新质量的影响。外资企业由于与跨国公司间天然的高

度关联，对国际服务要素需求大，因而服务业开放后，外资企业与母公司间信息交流、研发数据交换、

商务人员往来、投融资便利程度均有所提升，跨国公司甚至将研发中心设立于中国，从而极大地促进

了外资企业创新。民营企业拥有较强的研发创新意识与活力，与国内要素供应网络嵌入度高，服务业

开放后民营企业能获得到更优质的要素来源和便利化的创新环境，但受融资约束等负面因素制约，因

而服务业开放较大程度上提升了民营企业创新质量。国有企业通常享有政府政策优惠，融资约束小，

并且往往处于行业垄断位置，行业进入门槛较高，因而国有企业创新意识较弱，服务业开放对国有企

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相对较小。表７报告了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估计结果，不难看出，服务业开

·９７·

　李川川，李磊，唐浩丹：服务业开放、制度质量与企业创新



放对外资企业①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最大，民营企业次之，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小。

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年龄对外资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企业年龄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

影响显著为负，这进一步证实了外资企业拥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活力。

表７　企业类型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
０．３２０３

（１５．５６）
０．３０５７

（２８．３４）
０．２５９９

（１１．３３）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０２６

（９．４５）
０．００２１

（１１．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４．４４）

ＦｉｎＣｏｎ
－０．００６５

（－２．８８）
－０．００７７

（－５．２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６）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５４

（６．９８）
０．００６６

（１８．０９）
０．００９２

（１１．７０）

Ａｇｅ
０．００１５
（０．９４）

－０．００７８

（－１３．１２）
－０．０１２１

（－８．７０）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２１２

（１１．５９）
０．０４４５

（３６．２７）
０．０２２１

（７．６６）

常数项
－０．１４１９

（－１１．３１）
－０．１２３６

（－１９．０４）
－０．１１０３

（－７．７８）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６０７６５ １８３３２４４ ２８３５２８

Ｒ２ ０．４９１ ０．４７５ ０．５２３

经验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代表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企业出口密集度异质性

出口企业的绩效往往表现的更加优越，特别是服务业开放后拓展了企业对外学习、交流和创

新协作的边际，增强了出口企业的“学习效应”，因而本文进一步考察出口密集度对企业创新质

量的影响。本文依据企业出口占总产出的份额将样本中的企业划分为三类，一是不出口企业，

二是出口份额低于中位数的企业，三是出口份额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分组估计结果如表 ８所示。
（１）列报告了高出口密集度企业的估计结果，相比而言，服务业开放对高出口密集度企业创新质
量的提升效应最大，这是由于出口密集度高的企业拥有更多的贸易伙伴和更广阔的市场规模，

企业通过“边出口、边学习效应”实现创新质量的提升。高出口密集度企业对海外市场高度重

视，通过客户订单学习技术，甚至可以通过模仿国外竞争伙伴的技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之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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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新技术实现技术赶超，进而实现自主创新（李兵等，２０１６），因而服务业开放对高出口密集度企
业的促进效应较大。相对而言，低出口密集度企业对海外市场的重视程度较低，企业审慎投资

海外客户订单中的技术创新，同时由于同国际市场的关联程度较低，因而服务业开放对低出口

密集度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小。由于不出口企业不具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其创新动力主

要源自国内企业间学习、竞争与模仿引致的创新和企业内部推动式创新，因而服务业开放提供

的国际创新渠道和便利化的创新环境对不出口企业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小。

表８　企业出口密集度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高 低 无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ｂ
０．４５９５

（１０．７０）
０．２９６０

（１１．２７）
０．２４１１

（２６．７７）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０５２

（９．４９）
０．００２２

（６．６７）
０．００１０

（６．２６）

ＦｉｎＣｏｎ
－０．０１１７

（－１．９１）
－０．０１１４

（－３．５６）
－０．００４７

（－４．４１）

Ｋ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２２４

（１３．９７）
０．００７８

（７．７３）
０．００５０

（１６．５７）

Ａｇｅ
－０．０２０８

（－７．３８）
－０．０１０８

（－６．７５）
－０．００１７

（－３．５６）

常数项
－０．１３９０

（－５．３２）
－０．０９２４

（－５．８６）
－０．１０２１

（－１８．８４）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２７１２ ３７８０４６ １９８０９６７

Ｒ２ ０．６０１ ０．５３９ ０．４３８

经验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纠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分别代表１０％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论与启示

实证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在运用工具变量等方法克服内生

性等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同时，本文考察了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发现制度质量对服

务业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即在制度质量水平越高的地区服务业开放的企业创

新效应会更大。进一步地，异质性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方面，研发服务开放对企业创新的促

进效应最大，金融服务开放的促进效应次之，运输服务的影响最小，而信息服务业开放抑制了企业创

新；地区异质性方面，东部地区服务业开放促进企业创新程度最大，西部次之，中部较小。此外，外资

企业和高出口密度企业受到服务业开放的创新效应更明显。

进一步地，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进一步缩减服务业投资负面清单，放

松服务业市场准入的管制，引入国际上物流运输、电信、金融等行业先进服务提供商的竞争，提高中国

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二，推动国内服务业开放创新，通过国际竞争提高国内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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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和创新能力，培育中国服务业新业态、新形势，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与制

造业渗透融合，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更深层次地融合，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第三，加

快构建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企业研发创新行为，激

发和保障服务业创新动力，更好地发挥优越的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开放创新效应的促进作用。第四，推

动服务业分层次、协调、有序对外开放，要从顶层设计出发，依据东、中、西部等区域资源禀赋、产业特

征、经济规模等因素，统筹规划，制定分层次、分区域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与进口网络体系，大力扶持

企业提升创新数量与质量，推动企业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攀升。第五，加大对民营

企业的创新扶持力度，缓解融资约束等难题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同时完善国有企业创新的容错机

制，增进国有企业创新意识，发挥国有企业在革新性、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等领域创新的作用和

优势。第六，加快推动贸易便利化建设，积极引导企业与国际接轨，通过国际市场的“学习效应”和“逆

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高质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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