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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ＥＸＰＹ）有助于培育贸易新动能，通过技术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文章从
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视角出发，利用１０４个国家（地区）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的跨国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其驱动增长的技术创新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知识密度下生产性
服务ＥＸＰＹ的异质性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提升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能有效提高经济增速，促进经济增长；生产
性服务ＥＸＰＹ的提速效应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机制实现，有可能实现质量型增长；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行业
ＥＸＰＹ提升对经济增速存在正向影响，而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行业ＥＸＰＹ的提升则会产生负向影响。在当
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坚持服务业对外开放，提升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实现传统贸易结构转型升
级，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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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数字经济方兴未艾，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张小溪，２０２１）［１］，再
加上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逐步缔结，跨境服务成本大幅度降低，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

（Ｇｏｏｔｉｉｚ，２００９）［２］，服务贸易正成为带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裴长洪和杨志远，２０１２；李川川等，
２０２１）［３～４］。全球贸易结构正逐步向服务贸易倾斜，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全球跨境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出
口总额比重从１９５％提升至２４５％，预计２０４０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有望提高到３０％①。

更加广泛的全球服务分工体系正在形成，交通运输、保险、金融、知识产权、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其他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逐年增加，２０１９年已接近７０％，生产性服务业
的国际分工地位进一步提升。Ｓｏｕｋｈａｋｉａｎ（２００７）［５］、Ｋａｔ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６］检验了金融服务贸易
对日本、印度等国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邱爱莲等（２０１４）［７］基于中国数据，发现生产性服务市场
开放对制造业ＴＦＰ有显著正向影响。发展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不仅能促进一国贸易结构升级，且能
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本国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效率增长（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９９０）［８］。一般认为，知识
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密集、人才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价值创造和增值的重要功能，是弥补产业短

板、加快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发展其出口贸易意味着以更高的位置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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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加值①。

近年来，中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发展迅速，２０２０年出口规模达到了１６２４８１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１％左右。然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规模虽然持续扩张，但在高端领域、高端环节与发达国家
仍有较大差距（许宏强，２０２０）［９］。贸易理论指出，真正促进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不是贸易规模的扩
大，而是贸易质量的提高（陈维涛等，２０１４）［１０］。重量不重质式的贸易发展模式，增加了中国价值链位
置低端锁定和贫困化增长的风险，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裴长洪和刘斌，２０１９）［１１］。由于服
务产品的差异性技术特征，简单规模扩张式的服务贸易模式可能使中国不仅无法摆脱粗放式的制成

品贸易模式，又陷入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陷阱中（马鹏和肖宇，２０１４）［１２］。事实上，由于生产性服务业
的知识密集特征，其在全球价值链上也更容易受到发达经济体的低端锁定。因此，能否通过生产性服

务出口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持续增长也未可知。

本文立足于中国出口贸易“量高利微”、数字经济释放生产性服务贸易新动能的现实背景，

从贸易质量的视角，讨论发展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以更高端的形式参与全球分

工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当前，国际分工由产业分工衍生出更加细化的产品分工，并

深化为要素分工，简单使用出口结构指标无法有效刻画当今世界复杂多元的国际分工状况。本

文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１３］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以下简称 ＥＸＰＹ）测度某一经济体在
国际生产性服务分工中的地位，该指标越高表明某一经济体更容易处于全球服务价值链的高附

加值环节（杜运苏，２０１４）［１４］，能有效刻画出口贸易质量。基于此，使用 ＥＸＰＹ指数测度各经济
体在全球服务价值链中的位置与贸易质量，检验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提升能否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源泉。进一步地，考虑服务产品的差异性技术特征，通过检验技术创新机制的存在

性、分析知识密度的异质性等方式验证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属于技术驱动型，探讨在生产性

服务业领域塑造贸易新动能的可行性。

二、文献综述

提升ＥＸＰＹ对一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Ｈａｕｓ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杨汝岱和姚洋，
２００８）［１３］［１５］，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Ｈｉｄａｌｇｏ（２０１０）［１６］指出更高的产品复杂度提高了出口企业的比较优势，
ＥＸＰＹ的提升甚至是发展中经济体实现“蛙跳”的有效路径。Ｊａｒｒｅａｕ＆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１２）［１７］等利用中国数
据证实了提高ＥＸＰＹ有助于整体经济的增长。不过，也有文献指出并未发现 ＥＸＰＹ提升与经济增长
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Ｇｉｌｌｅｓａ，２０１３）［１８］。甚至有研究认为，技术复杂度提升是一种偏离自身“比较
优势零值”和“资源禀赋”的资本深化行为（杨汝岱和姚洋，２００８）［１５］，由于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本，技术
复杂度的提升有可能以牺牲要素配置效率为代价（魏楚和沈满洪，２００８）［１９］。

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ＥＸＰＹ的增长驱动机制有关。相对于简单规模扩张，提高 ＥＸＰＹ会通
过干中学促进微观创新、倒逼企业改善要素配置、提升技术含量、降低贸易不确定性等与技术创新密

切相关的机制影响经济增长（郭娟娟和李平，２０１６；陆云航，２０１７）［２０～２１］。然而，技术创新机制的实现
不仅需要相当规模的研发投入和优质人力资本，还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受地区发展、要素密集度

等异质性影响较大，有可能导致ＥＸＰＹ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影响（陈晓华和刘慧，２０１２）［２２］。
此外，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尤其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经济体），ＥＸＰＹ的提升可能只发生在国外的
价值增值环节（Ｊｏｈｎｓｏｎ＆Ｎｏｇｕｅｒａ，２０１２）［２３］，发展中经济体自身的 ＥＸＰＹ并未得到提升（杜修立和王
维国，２００７）［２４］。

数字经济时代，跨境链接、跨界链接、全域链接的成本极大降低，有效推动了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

性服务贸易的发展（裴长洪和杨志远，２０１２；江小涓，２０２１）［３］［２５］，服务贸易 ＥＸＰ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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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只考虑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条件下，某地的农业出口比重越大，其国际分工地位越低，而服务业出口比
重越大就意味着其国际分工地位越高（苏庆义，２０１６）。



愈发重要。戴翔（２０１１）［２６］证实了服务贸易ＥＸＰＹ提升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马鹏和
肖宇（２０１４）［１２］利用Ｇ２０国家的数据指出服务贸易ＥＸＰＹ对产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Ｓｔｏｊ
ｋｏｓ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７］指出服务出口的复杂性可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途径，出口商品中拥有更复杂服
务的经济体可能具有更高的增长潜力。目前，关注生产性服务贸易 ＥＸＰＹ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少，蔡
伟宏和李惠娟（２０１６）［２８］指出提高生产性服务贸易ＥＸＰＹ有利于制造业自主创新，对发展中经济体作
用更大；杨玲和郭羽诞（２０１４）［２９］发现高技术密度生产性服务的增加可以促进长期包容性增长，而低
技术密度的提升只能促进短期增长。此外，还有文献探究了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原小能和吕梦婕，２０１７）［３０］。
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规模扩张虽然意味着参与国际分工位置的提高，能够获取更高的贸易收益。

但当前国际分工体系正由产业分工向产品分工、要素分工演进，单纯使用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指

标无法科学刻画日渐复杂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为此，有必要深入到贸易质量层面，从出口技术复杂

度视角，讨论提升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能否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能。本文的研究特色如下：一是立足
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服务价值链深度调整与重塑的现实背景，从贸易质量视角，选择ＥＸＰＹ指标研判生
产性服务出口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基于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厘清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增长驱
动机制，检验提升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是否通过技术创新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分析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提
高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泉；三是考虑服务产品的差异性技术内涵，重新构建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指标，讨论知识密度差异对生产服务ＥＸＰＹ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影响。

三、典型事实与理论机制

（一）指标设计

使用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１３］提出的ＥＸＰＹ指数进行测度，该指标由各个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
势（ＲＣＡ）加权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计算而得。一般而言，一国（地区）生产一种产品的 ＲＣＡ越大，其
生产该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并且，根据比较优势理论，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地区）更倾向于也更

有能力生产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更容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杜运苏，２０１４）［１４］。总
之，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意味着国际分工位置越高。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行业技术复杂度（ＴＳＬ）：ＴＳＬｋ ＝∑
ｊ

ｅｊｋ
Ｅ( )
ｊ

∑ｊ

ｅｊｋ
Ｅ( )
ｊｋ

Ｙｊ，其中，下标ｋ代表某一服务，下标 ｊ

代表某一经济体，ｅｊｋ代表国家ｊ在生产性服务贸易分项ｋ的出口额，Ｅｊｋ代表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总
出口额，Ｙｊ为该国人均 ＧＤＰ；第二步，计算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ＥＸＰＹ）：ＥＸＰＹｊ ＝

∑
ｋ

ｅｋ
Ｅｊ
ＴＳＬｋ，其中，ＥＸＰＹｊ代表一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ｅｋ为一国分项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

额，Ｅｊ为该国出口贸易总额，ＴＳＬｋ为生产性服务分项ｋ的技术复杂度。
（二）典型事实

计算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间不同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并按收入水平划分，逐年对比了高、中、低
收入经济体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的差异（图１）。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大体呈现低
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的特征，这与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即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更容易处于
全球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生产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

其中，低收入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提升缓慢，在部分年份甚至呈下降趋势，在中后期生产
性服务ＥＸＰＹ远低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与低收入经济体相比，中等收入经济体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
状况有所改善，除２００９年外基本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但与高收入经济体维持着较稳定的相对差距。
高收入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且绝对值要远高于中、低收入经济体。总之，
所有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在２００９年有明显拐点，可见金融危机对生产性服务的出口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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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并且，中低收入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增速上都要远低于高收入
经济体，表明生产性服务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培育更为艰难，通过提升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促进增长可
能面临较为严苛的约束条件。

图１　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的动态变迁

图２　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按收入水平分）

进一步地，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样本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ＥＸＰＹ指数与人均ＧＤＰ数据（对数）绘制
散点图，并按收入水平分组。如图２所示，低收入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分布在８８～９２，中等
收入经济体的分布在８８～９４，高收入经济体则在９～９８，符合收入水平越高 ＥＸＰＹ越高的理论预
期。从ＥＸＰＹ与人均ＧＤＰ间的关系看，散点分布总体呈现明显的向右上方倾斜的分布趋势，生产性服
务ＥＸＰ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低收入经济体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与人均
ＧＤＰ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最弱，高收入经济体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与人均 ＧＤＰ间的正相关关系最强，中
等收入经济体居中。考虑到ＥＸＰＹ实质上与各经济体ＲＣＡ相关，这可能与不同经济体生产性服务贸
易的内部结构有关。由于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创新属性，知识密度较低的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提升可
能并不利于经济增长。

（三）理论机制

产品（服务）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动能，通过国际／国内市
场竞争、干中学、反向技术溢出和产业关联等机制促进技术创新，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具体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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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更高的国际竞争优势。ＥＸＰＹ提高意味着经济体拥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服务），掌握着价值
链增值的关键环节，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更强，获得的贸易收益也就越多（陈维涛等，２０１４）［１０］。
相对而言，低技术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更容易面临恶性价格竞争，也容易招致进

口国以反倾销为由实施的贸易保护。第二，更大的国内创新压力。从事生产高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生

产性服务企业面临的国内市场竞争一般也更加激烈，经由示范效应和倒逼机制，增加国内企业技术创

新压力，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或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郭娟娟和李平，２０１６）［２０］。第三，
更多提升空间的干中学效应。参与国际市场能提供更为广泛的商业实践，积累新的知识，在实践中创

新，即所谓的干中学效应。由于创新在产品间的非均衡性分布，不同产业的技术提升空间也不一样，

出口高、中技术的产品能提供更强的干中学效应（陆云航，２０１７）［２１］。国际市场能够为知识技术密集
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更为宽广的技术变革空间，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提升能够发挥更强劲的干中
学效应。第四，更频繁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为满足国外消费者对高技术复杂度生产性服务的需求，

发展中经济体会选择直接应用国际先进技术，产生反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在零配

件与原料上的配给，又会使得参与加工贸易的发展中经济体 ＥＸＰＹ实现快速升级（ＶａｎＡｓｓｃｈｅ，
２０１０）［３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比传统制造业更加频繁密集，在工艺改进、流
程重塑、数字化改造、产业链重组及管理方法、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等方面都存在较高的反向技术溢

出可能性（王子先，２０１２）［３２］。第五，有效的产业关联效应。作为产业发展的润滑剂和纽带，生产性服
务ＥＸＰＹ的提升会通过与其他产业融合互动深刻影响整体经济发展进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最重要
的中间投入品的组成部分，其自身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还间接地改善了其他产业的运行效率、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的境况，拉动经济的整体增长。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构建如下内生增长模型：

Ｙｉｔ＝ＡｉｔＫｉｔα１Ｌｉｔα２ （１）
其中，Ｙ表示经济发展水平，Ａ是技术进步，Ｋ是资本投入，Ｌ是劳动力投入，ｉ表示经济体，ｔ表示年份。两
边取自然对数得：

ｌｎＹｉｔ＝α１ｌｎＫｉｔ＋α２ｌｎＬｉｔ＋β１ｌｎＡｉｔ （２）
取滞后一期为：

ｌｎＹｉｔ－１ ＝α１ｌｎＫｉｔ－１＋α２ｌｎＬｉｔ－１＋β１ｌｎＡｉｔ－１ （３）
（２）式减（３）式可得：
ｌｎＹｉｔ－ｌｎＹｉｔ－１ ＝α１（ｌｎＫｉｔ－ｌｎＫｉｔ－１）＋α２（ｌｎＬｉｔ－ｌｎＬｉｔ－１）＋β１（ｌｎＡｉｔ－ｌｎＡｉｔ－１） （４）
（４）式可近似转化为如下增长率模型：
Ｙｉｔ＿ａｄｄ＝α１Ｋｉｔ＿ａｄｄ＋α２Ｌｉｔ＿ａｄｄ＋β１Ａｉｔ＿ａｄｄ （５）
参考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引入生产性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人均ＧＤＰ等影响技术进步的相关

变量，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Ｙｉｔ＿ａｄｄ＝β１ｌｎＥＳｉｔ＋β２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α１Ｋｉｔ＿ａｄｄ＋α２Ｌｉｔ＿ａｄｄ＋∑
ｎ

ｉ＝３
βｉＸｉｔ＋μｉｔ （６）

其中，ｌｎＥＳ代表当地的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水平取对数表示，ｌｎＰＧＤＰ为当地人均ＧＤＰ水平，同样取对数
表示，Ｘ为政府干预、自然资源禀赋等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μ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择

１．核心变量
经济增长（Ｙ＿ａｄｄ），用各地区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表示。生产性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ＥＳ），为剔除

与价值变量伴生的价格因素的影响，使用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的相对量进行回归，包括：其一，生产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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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ＥＸＰＹ相对位置（ＥＳ＿ＰＯＳ）：ＥＳ＿ｐｏｓ＝
ＥＳｉｔ
ＥＳｍｅａｎｔ

，ＥＳｉｔ代表某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ＥＳ＿ｍｅａｎｔ为

当年生产性服务平均ＥＸＰＹ。该指标可以衡量某一经济体在全球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中的相对

位置，预期符号为正。其二，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攀升度（ＥＳ＿ＵＰ）：ＥＳ＿ｕｐ＝
ＥＳ＿ｍａｘｔ－ＥＳｉｔ
ＥＳｍｅａｎｔ

，ＥＳ＿ｍａｘｔ为

当年全球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最高值。该指标主要衡量某一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与全球生产性服
务ＥＸＰＹ前沿的相对差距，预期符号为负。
２．控制变量
人均ＧＤＰ（ＰＧＤＰ），人均ＧＤＰ越高，表明该经济体收入水平越高，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基础，技术

水平也就越高；资本增长（Ｋ＿ａｄｄ），由固定资产形成额的增长率表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高
投资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撑，促进增长；劳动力增长（Ｌ＿ａｄｄ），由从业人员增长率来表示。人的重要
性在经济增长中不言而喻，人口红利的释放被认为是解释东亚地区增长奇迹的关键因素；政府干预

（Ｇｏｖ），用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ＧＤＰ的百分比表示。政府干预可能会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率的方式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影响（丁菊红和邓可斌，２００７）［３３］；自然资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用矿石、金属及
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作为其代理变量。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过度依赖自然

资源会使经济体陷入“荷兰病”，削弱投资活力以及创新动力，导致产业单一化、低端化，不利于经济增

长（冯宗宪等，２０１０）［３４］；产业结构（Ｉｎｄ），用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空间溢出效
应，能为经济增长提供“结构红利”，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于斌斌，２０１５）［３５］；城镇化率（Ｕｒｂａｎ），用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城镇化建设主要通过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以及城镇建设三条途径促进经

济增长（郑鑫，２０１４）［３６］；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用商品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比重衡量。对外开放
会带来经济体商品、服务、要素和技术在国际范围内的双向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三）数据说明

为保证数据的可用性和准确性，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最终选取１０４个国家（地区）作为研
究样本。考虑到２００５年以前各国生产性服务业数据缺失严重，选择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因
此，样本共涉及１０４个国家（地区）１４年的数据，共计１４５６个样本。所有的价值变量均作２０００年的不
变价平减处理。生产性服务出口数据来自ＷＴＯ数据库，其他数据源自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指标
统计数据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１。

表１　描述性统计

符号 变量说明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Ｙ＿ａｄｄ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 １．０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７６９ １．３３０

ＥＳ＿ＰＯＳ 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位置 －０．０１６ ０．１７５ －０．３３８ ０．６５３

ＥＳ＿ＵＰ 出口技术复杂度差距 ０．５６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６

Ｋ＿ａｄｄ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１．０５７ ０．１３１ ０．４７６ １．９００

Ｌ＿ａｄｄ 劳动力规模增长率 １．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９４４ １．１０９

Ｐ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８．１４６ １．４９７ ４．９１０ １０．９７５

Ｇｏｖ 政府支出占ＧＤＰ比重 １６．１４３ ７．９７３ ３．４６０ １１５．９３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矿石、金属及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 ７．８８７ １３．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６９．９０１

Ｉｎｄ 第二产业占比 １３．６２５ ６．６９５ ０．３９９ ５０．６３５

Ｕｒｂａｎ 城镇化率 ５９．３５３ ２１．４１５ １５．５０４ １００．０００

Ｏｐｅｎ 对外开放程度 ９０．４３０ ６２．７４６ １９．１０１ ４４２．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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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

（一）内生性分析

使用跨国面板数据，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指标缺失问题，难以全面考虑经济增长的影响变

量，被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存在的相关性；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反向提升了生产性服务国际分工位

置，发达地区拥有更高的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存在双向因果问题。尽管固定效应模型能处理由遗漏自
然资源禀赋、地理特征等与解释变量相关的变量产生的非观测效应，但为进一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一般考虑绝对外生的自然地理变量作为工具变量（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Ｖ）。现阶段，大规模的
跨国贸易还是会依赖海上运输，沿海国家的贸易活跃度要普遍高于内陆国家。贸易与增长研究领域，

多选择一国是否是沿海国家作为工具变量（ＩＶ＿ｌａｎｄｌｏｃｋ）。本文参考 Ｌａｉ（２００６）［３７］的做法，令内陆国
家为１，并排除西欧和中欧国家。同时，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特
征，从事生产性服务贸易时，语言因素可能更加重要。英语作为世界语言，是主流的通用语言。为此，

选取一国官方语言是否是英语（如果是英语，令其为１）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ＩＶ＿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加入模型。
（二）ＩＶ结果分析
综合使用上述两类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１）、（４）式

仅考虑了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和人均ＧＤＰ，（２）、（５）式引入了资本和劳动力增长，（３）、（６）式引入了其
他控制变量。所有模型中，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相对位置至少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攀升度至少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相对位置的提升（与前沿差距
的减少）能有效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的提升主要依靠先进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技术，
直接体现在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服务价值所处的位置上。所以，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越高，经济
体参与国际分工获得附加值也就越多、贸易收益越大，也就越能带动本土经济增长。

表２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

变量
经济增长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ｅｓ＿ｐｏｓ
０．２００

（０．０５５）
０．１９６

（０．０５５）
０．２２５

（０．０５７）

ｌｎｅｓ＿ｕｐ
－０．３６９

（０．１１５）
－０．３６６

（０．１１５）
－０．４２０

（０．１２３）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６）

ｋ＿ａｄｄ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２）

ｌ＿ａｄｄ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４）

ｇｏｖ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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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
经济增长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ｎ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Ｎ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０８３ ０．２２０ ０．２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７ ０．０９７

　　注：（）内数值表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变量通过了１０％、５％及１％的显著性检验。

控制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估计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
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投入；劳动力增长率指标不显著，可能是因劳动力规模增长同时扩

大了人口规模，人均ＧＤＰ没有显著提高；人均ＧＤＰ指标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得
益于已有的发展基础，增长速度更快；政府干预指标不显著，可能是因各经济体的政府干预情况差异

较大，影响了估计结果；自然资源指标在５％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各经济体普遍存在过度依赖自然资
源禀赋而忽视创新发展的“荷兰病”现象；产业结构指标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确实为经济发

展带来了“结构红利”；城镇化率指标不显著，城镇化建设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对外开放

指标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加速了要素流动，有效改善了资源配置，促进了
经济增长。

表３　内生性问题检验

变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位置 出口技术复杂度攀升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Ｗ－Ｈ
１６．５６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５

（０．０００）
２１．４２

（０．０００）
１７．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９．１６

（０．０００）
２３．６２

（０．０００）

　　注：（）内数值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示变量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

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
提升有效强化了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增强了其贸易获利能力；而经济增速加快也为经济

体提供了更多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专业人才、优质资本、先进技术等优质要素，有效提升了生

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本文通过Ｄ－Ｗ－Ｈ检验，检验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如表
３。基于选定工具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回归（２ＳＬＳ－ＩＶ）和不使用 ＩＶ回归估计结果比较的 Ｄ－Ｗ－Ｈ检
验结果表明，使用工具变量进行２ＳＬＳ－ＩＶ估计的回归结果与后者有明显差异，Ｄ－Ｗ－Ｈ检验值在
１％的水平下拒绝了两类模型不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假设，表明核心解释变量 ＥＳ＿ＰＯＳ（相对位置）、ＥＳ＿
ＵＰ（攀升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内生性问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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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一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位置 出口技术复杂度攀升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Ｖ＿ｌａｎｄｌｏｃｋ
－１３．６４３

（２．６１４）
－１３．６３８

（２．６０９）
－１１．８７３

（２．７３１）
７．８３５

（２．０１８）
７．８４２

（２．０１１）
７．０９４

（２．１４４）

ＩＶ＿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１２．１９０

（１．７６７）
１２．１５９

（１．７５８）
１２．９９５

（１．７９０）
－５．８８５

（１．２２８）
－５．８３６

（１．２１８）
－６．３５７

（１．２５４）

　　注：（）内数值表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示变量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

关于选定的工具变量是否有效，反映在２ＳＬＳ－ＩＶ中的一阶段回归结果中。由表４第（１）～（３）列
可以发现，是否是沿海国家的工具变量对于ＥＸＰＹ相对位置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下显著为负，即二
者存在高度负相关关系；是否官方语言为英语工具变量对于ＥＸＰＹ相对位置的回归系数在１％水平下
显著为正，即二者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从表４第（４）～（６）列可以得出，是否是沿海国家工具变量
与ＥＸＰＹ攀升度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是否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工具变量与 ＥＸＰＹ攀升度存在高度负
相关关系。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检验条件。

表５　模型有效性的诊断性分析

变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位置 出口技术复杂度攀升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Ｌ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４．５９８
［０．０００］

６５．０４４
［０．０００］

６２．２６５
［０．０００］

３２．９９５
［０．０００］

３３．１５７
［０．０００］

３３．１８７
［０．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５．６７４
｛１９．９３｝

４５．５８７
｛１９．９３｝

４２．３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５０９
｛１９．９３｝

２９．４２５
｛１９．９３｝

２７．７６２
｛１９．９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Ｗａｌ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０．４８１
｛１９．９３｝

４０．４９０
｛１９．９３｝

３９．７８５
｛１９．９３｝

１８．６１９
｛１９．９３｝

１８．５９１
｛１９．９３｝

１８．９４５
｛１９．９３｝

Ｈａｎｓｅｎ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１２９
［０．７１９２］

０．００１
［０．９６９６］

０．６０１
［０．４３８２］

０．３９７
［０．５２８８］

０．１１８
［０．７３１４］

０．１４４
［０．７０４７］

　　注：［］内数值表示检验统计量对应的ｐ值；｛｝内数值表示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检验在１０％水平下的临界值。

各项检验均表明模型的设定是可靠的，如表５。其中，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在１％的水
平下均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零假设，无论是单 ＩＶ还是多 ＩＶ都是有效的。检验被包括的工
具变量是否与内生变量相关（ＩＶ“弱识别”检验）的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统计量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ＷａｌｄＦ统计量均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检验在１０％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 ＩＶ弱识别的假定，选取的工
具变量不存在弱识别问题。ＨａｎｓｅｎＪ统计量分别为０１２９、０００１、０６０１、０３９７、０１１８以及０１４４，不
能在１０％的显著水平下拒绝至少有一个ＩＶ不是外生的原假设，选取的ＩＶ是外生的。综上所述，识别
不足、弱识别和过度识别检验均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可靠，从以下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能否成为经济
增长的动力源泉。首先，将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相对位置（ＥＳ＿ＰＯＳ）以及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攀升度（ＥＳ＿ＵＰ）分别滞后一期代入模型，检验结论是否成立；其次，在模型扰动项可能存在
异方差或者自相关的情形下，使用ＧＭＭ对模型进行回归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再次，如果所选取的工具
变量中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那么２ＳＬＳ－ＩＶ估计就可能存在偏差，为此，采用工具变量ＬＩＭＩ方法（ＩＶ

·９·

　原小能，郑洁，王宇宙：生产性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知识密度与经济增长———基于贸易新动能培育视角



－ＬＩＭＩ）对原假设进行重新估计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最后，将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
的相对位置（ＥＳ＿ＰＯＳ）以及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的攀升度（ＥＳ＿ＵＰ）分别作前后缩尾１％处理，检验回归
结果的稳定性。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１）～（４）列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５）～（８）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核心变量系数的符号、显著性与前文一致，工具变量的识别不

足、弱识别和过度识别三类检验证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６　稳健性检验

变量

经济增长

滞后一期 ＧＭＭ ＬＩＭＬ 样本缩尾 滞后一期 ＧＭＭ ＬＩＭＬ 样本缩尾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ｌｎｅｓ＿ｐｏｓ
０．２０８

（０．０６０）

ｌｎｅｓ＿ｐｏｓ
０．２０６

（０．０５２）
０．２２６

（０．０９９）

ｌｎｅｓ＿ｐｏｓ＿ｗ
０．２２４

（０．０５６）

Ｌ．ｌｎｅｓ＿ｕｐ
－０．３８５

（０．１２６）

ｌｎｅｓ＿ｕｐ
－０．４００

（０．１１２）
－０．４２１

（０．１９９）

ｌｎｅｓ＿ｕｐ＿ｗ
－０．４１７

（０．１２２）

Ｎ １３５１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３５１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２２６ ０．２３２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２

Ｈａｎｓｅｎ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１３５ ０．６０１ ０．１９０ ０．６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６ ０．１４５

［０．７１２９］ ［０．４３８２］ ［０．６６３３］ ［０．４１７４］ ［０．９７１４］ ［０．７０４７］ ［０．８２９５］ ［０．７０２９］

　　注：（）内数值表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内数值表示检验统计量对应的 Ｐ值；、分别表示变量通过了５％、
１％的显著性检验。

六、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能否成为贸易新动能

加工贸易等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规模扩张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打开国际市场，换取低附

加值的贸易收益，这属于传统的贸易旧动能。一般把新动能理解为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

由旧的经济体演化升级而来的新经济模式。当前，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密集、人才密集及契约密

集的生产性服务业，已逐渐成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主战场（杨晨和原小能，２０１９）［３８］。那么，发展代表
贸易质量的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能否提高贸易获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贸易新动能？本部分深入到
机制层面，考虑服务产品的差异性技术内涵，检验提升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对培育贸易新动能、促进经
济增长的真实性。

（一）技术创新机制是否成立

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能否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贸易新动能，取决于其增长驱动机制是否具有技术创新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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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理论上，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提升引致的增长机制都可认为与技术创新有关，为检验这一机制是否
成立，引入专利申请数（非居民）作为刻画各经济体技术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ＴＥＣＨｉｔ＝α１Ｋｉｔ＿ａｄｄ＋α２Ｌｉｔ＿ａｄｄ＋β１ｌｎＥＳｉｔ＋∑
ｎ

ｉ＝２
βｉＸｉｔ＋μｉｔ （７）

其中，技术创新由当地的专利申请数（非居民）取对数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Ｋ＿ａｄｄ）由固定资
产形成额的增长率表示；劳动力规模的增长率（Ｌ＿ａｄｄ）由就业人员增长率来表示；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
由当地的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水平取对数表示，Ｘ为政府干预、自然资源禀赋等一系列影响技术进步的
变量，μ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７　技术创新机制检验

变量
技术创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ｅｓ＿ｐｏｓ
３．５８５

（１．３２４）
３．６０９

（１．３３０）
２．８６０

（１．２３６）

ｌｎｅｓ＿ｕｐ
－６．７２９

（２．６０６）
－６．７８２

（２．６２６）
－５．２２２

（２．３１８）

控制变量 ＮＯ
Ｋ＿ａｄｄ
Ｌ＿ａｄｄ

ＡＬＬ ＮＯ
Ｋ＿ａｄｄ
Ｌ＿ａｄｄ

ＡＬＬ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Ｒ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７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０．１４６

　　注：（）内数值表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变量通过了５％、１％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７。其中，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相对位置的回归系数至少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即
随着生产性服务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位置的上升，经济体技术创新水平也有所提高。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
的提升会有效提升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经济体为巩固强化自身优势会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并经由竞

争效应、干中学及反向溢出等机制促进生产性服务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经由人力资本流

动、知识外溢及产业关联效应，技术创新会通过生产性服务进一步扩散到非出口企业和其他行业企

业，实现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攀升度的系数显著为负，同样验证了生产性服务贸
易国际分工位置的上升能够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目前，技术创新被普遍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新动能。因此，知识技术密集的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提升能够通过技术创新这一渠道促进经济
增长，有可能培育出推动经济增长的贸易新动能。

（二）知识密度的差异性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在整体上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型特征，但在其行业内部仍存在知识密度的差异

性。相对而言，运输服务和建筑服务的发展更多依赖资本和传统劳动力要素，而金融服务、知识产权

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更多依赖知识和高级人才投入。因此，如果生产性服务业中高知识密度行业的

ＥＸＰＹ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明显，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证实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
具有技术创新属性，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贸易新动能。考虑服务产品的差异性技术内涵，深入到

知识密度层面，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重新判定ＥＸＰＹ的贸易新动能效应。参考郭晶和杨艳（２０１０）［３９］

的观点，按低知识密度和高知识密度分类重新确定权重，运用改进的 ＥＸＰＹ指数分析不同知识密度生
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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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的知识密度异质性分析①

变量

经济增长

ＥＸＰＹ相对位置 ＥＸＰＹ攀升度 ＥＸＰＹ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低知识密度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３０）
０．４１４

（０．２２１）

高知识密度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９）
－０．２１０

（０．０６７）
０．４１６
（０．３１１）

低知识密度

／高知识密度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９）

Ｎ １４３８ １４５５ １４３８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５５ １４３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内数值表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变量通过了１０％、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８汇报了回归结果。其中，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的相对位置系数在１％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且ＥＸＰＹ的攀升度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
正向影响。由于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在生产过程中依托于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科学的管理模式，

技术创新是提高ＥＸＰＹ的主要路径。并且，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附加值较高
的环节，参与国际分工能够显著提高贸易竞争力，带动经济增长。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相
对位置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其ＥＸＰＹ的攀升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
务ＥＸＰＹ提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在不断提升ＥＸ
ＰＹ的过程中，无法直接通过技术创新途径实现经济增长，并且需要以资源要素的过度消耗为代价，同
时，产业附加值不高，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获利能力较弱，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贸易动能，反而

有可能因为过多占据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模型中同时考虑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和低知识密度
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列３、列６），并纳入低知识密度和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之比（列７）重新回
归，回归结果支持了前文的结论，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低知识密度
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提升并不利于经济增长，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所占比例越高，经济增速就
越慢。因此，可以从 ＥＸＰＹ这一指标的构成角度给出解释。ＥＸＰＹ本质上是细分产业 ＲＣＡ与人均
ＧＤＰ的加权和。从而，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 ＲＣＡ的提高，并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并不
一定带来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中经济体有可能会长期止步于低水平、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加工，

陷入“国际贸易陷阱”（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２）［４０］。
这一结论与杨玲和郭羽诞（２０１４）［２９］的研究相似，他们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发现，高技术密度

生产性服务的提升可以促进各国的长期包容性增长，而低技术密度的提升只能促进短期经济的增长，

不利于各国的长期经济发展；陈晓华等（２０１２）［２２］的研究也发现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赶超行为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可能并不相同。事实上，戴翔和张二震（２０１１）［４１］的研究早就发现中等技术层面的
赶超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产生正效应，并且远大于其他技术层面的赶超。考虑到服务产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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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知识密度的高低，本文将建筑服务和交通服务划分为低知识密度行业，将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
务、信息技术服务、其他商务服务等划分为高知识密度行业。



性技术内涵，行业知识密度的差异必然会产生异质性的贸易动能培育效应。当前，国际经贸形势日渐

复杂，各种新技术、新经济层出不穷，在全球（服务）价值链视角下，简单将生产性服务贸易与传统加工

贸易区分开来，认为出口生产性服务就是提高了一国（地区）的国际分工位置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于

低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而言，如果仅注重其规模扩张，或者满足于相关产业的 ＥＸＰＹ提升，则很有
可能被锁定在全球服务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影响新形势下贸易新动能的培育。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１０４个国家（地区）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提升与经济增长速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了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的创新驱动机制，同时考
虑服务产品的差异性技术内涵，将生产性服务业按照知识密度划分，探讨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不同效

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提升会通过市场竞争、干中学、反向技术溢出以及连锁拉动等
机制影响经济增长，并且相较于传统贸易增长机制，上述路径被赋予了更强的技术创新属性；第二，提

升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的确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并且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机制实现，符合贸易新
动能的内涵；第三，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业 ＥＸＰＹ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而低知识密度生
产性服务业ＥＸＰＹ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升级对于培育贸易新动
能同样重要。

得到启示如下：首先，重视贸易质量提升，促进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提高。简单区分生产性服务贸
易与传统加工贸易，认为出口生产性服务就是提高了一国（地区）的国际分工位置远远不够，要实现由

贸易规模扩张向贸易质量提升的转变。中国应有意识积累前沿生产技术，主动提升高端产品的生产

能力，提升生产性服务ＥＸＰＹ，培育产业自身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贸易和全球（服务）价值链中占据
有利位置。其次，优化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承接更多高知识密度服务外包。中国曾凭借低廉劳动力

成本和大规模经济体量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逐步提高了生产性服务 ＥＸＰＹ。然而，低知识密度生产
性服务ＥＸＰＹ的提升反而会使贸易发展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要突破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的束缚，
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在高知识密度行业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积极培养高素质人才，努

力提升产业国际分工层次。最后，营造优越的外部条件，助力生产性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

业是塑造贸易新动能的主要阵地，中国应该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

体系，为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在加强与贸易伙伴交流与合作的基

础上，促进优势产业的融合互补和有序竞争，巩固中国在全球（服务）价值链的原有节点位置，并努力

实现价值链的升级。

参考文献：

［１］张小溪．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发展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Ｊ］．北京
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１（２）：７１－８３．

［２］Ｇｏｏｔｉｉｚ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Ｄｏｈａ：Ｗｈａｔ’ｓｏ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２００９，４３（５）：１０１３－１０３０．
［３］裴长洪，杨志远．２０００年以来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Ｊ］．财贸经济，２０１２，（１１）：５

－１３．
［４］李川川，李磊，唐浩丹．服务业开放、制度质量与企业创新［Ｊ］．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３７（１０）：６９

－８３．
［５］ＳｏｕｋｈａｋｉａｎＢ．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Ｊａｐ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ｓ［Ｊ］．Ｉｎｔ．Ｊ．Ｅｃ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２００７，１（３）：１１８－１２７．
［６］Ｋａｔ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ＳＴ，ＫａｈｙａｌａｒＮ，ＢｅｎａｒＢ．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Ｉｎｄｉａ

［Ｊ］．Ｉｎｔ．Ｊ．Ｓｏｃ．Ｅｃｏｎ，２００７，３７（９）：５８６－５９８．
［７］邱爱莲，崔日明，徐晓龙．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机理及实证研

究———基于价值链规模经济效应角度［Ｊ］．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４，（６）：７１－８０．

·３１·

　原小能，郑洁，王宇宙：生产性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知识密度与经济增长———基于贸易新动能培育视角



［８］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ＪＦ．Ｔｒａｄｅ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ｓＤｕｅｔｏ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０，２３：１０９－１２４．

［９］许宏强．着力提升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Ｎ］．经济日报，２０２０－０５－０５（００７）．
［１０］陈维涛，王永进，毛劲松．出口技术复杂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Ｊ］．管理世界，

２０１４，（２）：６－２０．
［１１］裴长洪，刘斌．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５４（５）：４

－１５．
［１２］马鹏，肖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 Ｇ２０国家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Ｊ］．

财贸经济，２０１４，（５）：１０５－１１４．
［１３］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Ｒ，ＨｗａｎｇＪ，ＲｏｄｒｉｋＤ．ＷｈａｔＹｏｕ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２００７，１２（１）：

１－２５．
［１４］杜运苏．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贸易方式和企业性质［Ｊ］．国际

贸易问题，２０１４，（９）：３－１２．
［１５］杨汝岱，姚洋．有限赶超与经济增长［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８）：２９－４１．
［１６］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ＲｉｃａｒｄｏａｎｄＨｉｄａｌｇｏＣｅｓａ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Ｕｂｉｑｕ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Ｚ］．ＨＫ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０，２０１０Ｎｏ．ＲＷＰ１０－０４５．
［１７］ＪａｒｒｅａｕＪ，ＰｏｎｃｅｔＳ．Ｅｘｐｏｒｔ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２（９７）：２８１－２９２．
［１８］ ＧｉｌｌｅｓａＥ．Ｔｈｅ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ｎ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ｔｔｈｅ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Ｒ］．Ｓｅｒｉ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３．
［１９］魏楚，沈满洪．工业绩效、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２００４年浙江省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８，（７）：１８－３０．
［２０］郭娟娟，李平．出口技术复杂度、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Ｊ］．亚太经济，２０１６，（４）：１１６－１２３．
［２１］陆云航．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跨国经验研究［Ｊ］．经济学家，２０１７，（４）：５１－５８．
［２２］陈晓华，刘慧．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视角的

非线性检验［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２，３０（１１）：１６５０－１６６１．
［２３］ＪｏｈｎｓｏｎＲＣ，Ｎｏｇｕｅｒａ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８６（２）：２２４－２３６．
［２４］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１９８０—２００３［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７）：１３７

－１５１．
［２５］江小涓．江苏数字经济规模超４万亿元 数字赋能 开创服务贸易新格局［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ｉａｎｇ

ｓｕ．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２１／１１／８／ａｒｔ＿６００９６＿１０１００７０６．ｈｔｍｌ．
［２６］戴翔．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Ｊ］．财经研究，２０１１，

３７（１０）：８１－９１．
［２７］ＳｔｏｊｋｏｓｋｉＶ，ＵｔｋｏｖｓｋｉＺ，Ｋｏｃａｒｅｖ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Ｒｏｕｔ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ＥＢ／ＯＬ］．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６，１１（８）：ｅ０１６１６３３．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３７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１６１６３３．

［２８］蔡伟宏，李惠娟．生产性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与自主创新———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Ｊ］．经
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６，（７）：１１９－１２７．

［２９］杨玲，郭羽诞．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Ｊ］．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２）：４８－５３．

［３０］原小能，吕梦婕．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Ｊ］．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６）：８８－９７．

［３１］ＶａｎＡｓｓｃｈｅ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ｉｓＣｈｉｎａ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０，１７（５）：４７７－４９２．

·４１·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３２］王子先．服务贸易新角色：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综合性引擎［Ｊ］．国际贸易，２０１２，（６）：４７－５３．
［３３］丁菊红，邓可斌．政府干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区层面的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７，（７）：５６－６４．
［３４］冯宗宪，姜昕，赵驰．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之“荷兰病”———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Ｊ］．当代经济科学，

２０１０，３２（４）：７４－８２．
［３５］于斌斌．产业结构调整与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５，（１２）：８３－９８．
［３６］郑鑫．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实现途径［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４，（６）：４－１５．
［３７］ＬａｉＲＫ．Ｄｏ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ＥＢ／ＯＬ］．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ＳＳＲＮ：８９２２６７，

２００６．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８９２２６７ｏｒ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２１３９／ｓｓｒｎ．８９２２６７．
［３８］杨晨，原小能．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动力源泉———基于动能解构视角的研究［Ｊ］．财贸经济，

２０１９，４０（５）：１２７－１４２．
［３９］郭晶，杨艳．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与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研究［Ｊ］．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０，

（１２）：９１－９６．
［４０］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Ｋ．Ａ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２，５９（２）：３７５－

３８７．
［４１］戴翔，张二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真的赶上发达国家了吗［Ｊ］．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１，（７）：３－１６．

责任编辑、校对：李品秀

Ｅｘｐｏｒ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ｏｆＴｒａｄｅ
ＹＵＡＮＸｉａｏ－ｎｅｎｇ１，ＺＨＥＮＧＪｉｅ２，ＷＡＮＧＹｕ－ｚｈｏｕ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ｅｘｐｏｒ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ＥＸＰＹ）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ｎｅｗｍｏ

ｍｅｎｔｕｍｏｆｔｒａｄｅ，ｓｏａ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ｘｐｏｒｔ，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ｕｓｅ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１０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１８ｔ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ｔｅｓ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ｗｈｉｃｈｖｅｒ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ａｔｄｒｉｖ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ＸＰ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ｐｅｅｄ－ｕｐ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ＸＰＹ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ＥＸＰＹｉｎ
ｈｉｇ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ＥＸＰＹｉｎｌｏ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ｓａ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ｕａｌ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ｘｔｅｎ
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ｎｄｏｆ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ａ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ＸＰ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ｒｉｖ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ｒａ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５１·

　原小能，郑洁，王宇宙：生产性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知识密度与经济增长———基于贸易新动能培育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