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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技术人员是践行“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更加强调自主创
新”的重要力量。技术出身的创业者是否更意愿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创业者的技

术经历如何影响其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由技术型创业者所淬炼出的创新能力、所熏染出的创新

思维，以及所铸就出的创新精神，使得其倾向于进行企业创新；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基于创业者在未成年特殊

劳动者时期（１６至１８岁）“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构造工具变量，分析结果仍然一致。进一步的机制分析
表明，当所属地区市场化水平和企业家受教育水平越高，以及企业资源禀赋越丰裕时，上述关系更为明显。

经济后果方面，短期内技术型创业者的企业经营业绩显著低于非技术型创业者样本组，但其企业投资和企业

融资负债却显著高于非技术型创业者样本组。不仅从创业者更广义上的普通技术经历视角丰富了高层梯队

理论中关于高管个人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成果，还深化了高管技术经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

机制的相关研究，亦凸显了创业者依靠内生成长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在激励企业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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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技术专业背景的创业者在现代企业中比比皆是。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民营企

业领衔饲料行业前２０强的企业家创业前大部分为饲料技术研发的专家或学者，而华为公司的任正
非、腾讯公司的马化腾、百度公司的李彦宏、小米公司的雷军、比亚迪公司的王传福、网易公司的丁磊

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行业翘楚，早年均有从事过技术性工作的经历。俗话说：“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

计之能”“薄技在身，胜握万金”。自改革开放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大力提倡科技人员离岗创业以来，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群体越来越多地转向自己创业经商或经

营企业，出现“下海潮”，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屡创奇迹和持续创新的重要力量。现阶段，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立足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更加强调自主创

新”①的重大国家战略指引下，技术技能人才对于加快解决诸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在企业创新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要微观基础的后疫情时代，技术出身的创业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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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更意愿于企业创新？他们在企业创新决策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其背后隐匿的内在逻辑机理又

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既有研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ＵｐｐｅｒＥｃｈｅｌ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是一群存在着个人特质差异的个
体，他们不可能对企业的所有方面进行全方位审视，通常仅能依托于自身能力和个人价值观的有限认

知基础进行有限理性决策，因而高管的个人不同特质决定了其思考和判断问题的方式，以及对问题的

处理方式，这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Ｈａｍｂｒｉｃｋ和 Ｍａｓｏｎ，１９８４；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２００７）［１～２］。企业的创新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活动，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这需要作为企业掌舵
者的创业者进行最终决策，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把这一战略意图转化为企业实际行动的方向

和力度（Ｓｈｅｒｅｍａｔａ，２００４；Ａｔｕａｈｅｎｅ－Ｇｉｍａ，２００５）［３～４］。因此，企业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由企
业决策者自身特征所体现出来的个人认知和价值观的一种映射。相关研究证实，高管的人口统计学

特征包括性别（Ｂａｎｔｅｌ和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９）［５］、年龄（Ｗｉｅｒｓｅｍａ和 Ｂａｎｔｅｌ，１９９２）［６］、文化水平（Ｋｉｍｂｅｒｌｙ和
Ｅｖａｎｉｓｋｏ，１９８２；Ｂａｎｔｅｌ和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９；Ｌｉｎ等，２０１１）［７］［５］［８］、任期（田祥宇等，２０１８）［９］等，以及高管的
心理学特征包括认知风格（石盛林等，２０１１；陈守明和唐滨琪，２０１２）［１０～１１］、过度自信（王山慧等，
２０１３）［１２］等，均对企业创新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与这两类个人特征的影响相比，高管的职业经历特
征对其认知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更为深刻（Ｈａｍｂｒｉｃｋ和Ｑｕｉｇｌｅｙ，２０１４）［１３］。例如，高管具有从军经
历（Ｂｅｎｍｅｌｅｃｈ和Ｆｒｙｄｍａｎ，２０１５）［１４］、飞行员经历（Ｓｕｎｄｅｒ等，２０１７）［１５］、海外经历（Ｙｕａｎ和Ｗｅｎ，２０１８；
罗思平和于永达，２０１２；刘凤朝等，２０１７）［１６～１８］、从政经历（Ｌｉｎ等，２０１１；刘美芬，２０１９）［８］［１９］、学术经历
（沈艺峰等，２０１６；黄灿等，２０１９；张晓亮等，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发明家经历（虞义华等，２０１８）［２３］均显著地提
升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水平。

在高管的上述诸多职业经历中，学术经历、发明家经历与技术经历类似，均是最能反映其与企

业创新相关联的个人特征，这是因为：它们均有着专业性、复杂性、自主性、强创造力、高风险、严要

求等职业特点，并对个体性格特质和行事风格的塑造较为接近（胡元木和纪端，２０１７；虞义华等，
２０１８；张晓亮等，２０１９；李亚飞等，２０２１）［２４］［２３］［２２］［２５］。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亦有着显著区别。具
体来讲，学术经历反映的是“文人下海”“教授或博士挂职企业”等教书育人活动及自然科学或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对个人特质的塑造，发明家经历聚集的是高创造性的发明等活动对个人特质的

塑造，而技术经历则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能够胜任岗位能力要求并进行创造性劳

动的职业经历，侧重的是个人在职业中从事技术性工作状况对个体观念和行为的塑造。可以看出，

相较于站在技术金字塔顶尖的学术经历或发明家经历人才，专业性的普通技术经历人才确实无法

与之比肩，但他们却绝对是一股更基础的力量，代表了更广大的从事技术性工作并对企业和社会发

展做出贡献的基层劳动者群体。已有文献发现，高管或董事具有工程、科学专业等权威专业背景会

更注重企业流程的持续改进和企业创新（Ｗｉｅｒｓｅｍａ和 Ｂａｎｔｅｌ，１９９２；程新生和赵，２０１９）［６］［２６］，并
在利用社会网络关系对企业技术、知识等资源的创新、交换、扩展和整合方面具有更大优势（Ｎｏｎａｋａ
和Ｋｏｎｎｏ，１９９８）［２７］；技术型员工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创新绩效（Ｂａｌｌｏｔ等，２００１）［２８］；高管具有专利诉
讼经历能够有效激励所属的涉诉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和持有更多有效专利，并促使企业建立专门的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投入更多资金进行专利管理运营（尹志锋，２０１８）［２９］；高管、董事长或董事具有
技术背景，其所在企业会有更多的 Ｒ＆Ｄ投资（Ａｄｌｅｒ和 Ｆｅｒｄｏｗｓ，１９９０；Ｆａｌｅｙｅ等，２０１８；胡元木，
２０１２；李四海等，２０１４；李亚飞等，２０２１）［３０～３３］［２５］，亦会有更好的企业创新效率并能够提升企业绩效
（韩忠雪等，２０１４；胡元木和纪端，２０１７）［３４］［２４］。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是将技术型创业者归纳为
通过提高其个人的创新能力这一影响机制，即技术型创业者利用其专业技术背景优势通过发挥

“专家效应”和“声誉效应”对创新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和向外界传递创新信号，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

作用。本文认为，除了这一主要途径，技术型创业者对其个人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塑造亦是助

力企业创新的另外两个主要影响机制。

进一步看，企业创新总是嵌入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中，受制度环境层面、企业家层面、企业层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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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影响（Ｗａｌｌｙ和Ｂａｕｍ，１９９４；Ｖｏｓｓ等，２００８；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等，２０１０）［３５～３７］，因而不同的内外部环境可
能会影响到技术型创业者的企业创新程度。那么，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型创业者与企业创

新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如果有，其中的内在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为弥补上述研究的缺陷，本文以“中国私营企业调查”２００２年第五次至２０１４年第十一次的７次混
合截面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型创业者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创业者的技术经历显著提高了

企业的创新水平；但技术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是内生的，因此本文采用创业者在未成年特殊劳动

者时期（１６～１８岁）“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构造工具变量，二阶段的工具变量回归与基准回归是
基本一致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发现，当所属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企业家受教育水平越高，以及

企业资源禀赋越丰裕时，上述倾向均表现得更为显著。最后在经济后果方面，相较于非技术型创业

者，检验发现短期内技术型创业者的企业经营业绩出现了显著降低，但其企业投资和企业融资负债却

出现了显著增加。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从创业者更广义上的普通技术经历视角丰富了

高层梯队理论中关于高管个人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成果。高层梯队理论中，与既有研究主要

从高管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任期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从高管的认知风格、过度自信等心理学特

征，从高管的从军经历、飞行员经历、海外经历、从政经历等职业经历，以及从高管的学术经历、发明

家经历等“高精尖”技术经历，去考察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不同，本文关注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过程中由广泛从事普通岗位技术工作的基层劳动者群体的“下海潮”所带来的更普适性现象。通

过较为系统地检验技术型创业者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从而充实了高管个人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研

究文献；其次，深化了高管技术经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尽管部分文献

从高管是否有工程或科学专业的受教育技术经历、是否有专利诉讼的技术经历，以及是否有从事研

究或开发的关键岗技术经历等，考察了不同类型的高管技术经历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但这些研

究主要是基于对高管个人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一主要作用机制进行的考察，然而高管的技术经历在

影响其企业创新决策这一逻辑过程中所发挥的其他作用机制仍不明晰。本文初步分析了创业者的

技术经历如何通过影响其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如何影响其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塑造，并得以转

化为企业实际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从而对现有的高管技术经历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形

成了有益补充。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职业经历是社会分工的外化形态及产物，伴随着一个人对职业角色的不断参与，不同的工作属

性、工作内容、工作复杂程度必然使得他们拥有不同的初始观念、知识和技能，并由此决定了他们有限

的视野、选择性感知，以及信息过滤过程（Ｃｕｓｔｏｄｉｏ和 Ｍｅｔｚｇｅｒ，２０１４；Ｂｅｎｍｅｌｅｃｈ和 Ｆｒｙｄｍａｎ，
２０１５）［３８］［１４］。Ｈａｍｂｒｉｃｋ和Ｑｕｉｇｌｅｙ（２０１４）［１３］认为，高管的职业经历正是通过对其所衍生的认知理念、
信念态度、行事风格等潜在价值观体系的塑造，使得企业决策带有明显的个人过往工作印记。因此，

对于有过技术经历的创业者而言，其间所形成的与之相匹配的“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知能力、性格品

质、以及专业素质等，必然会深刻影响其日后的企业创新决策及行为方式。

（一）技术经历淬炼了创业者的创新能力

技术型岗位是一种直接以技术实验操作或技术研究成果实际运用作为目标导向的职业，因而

一名技术从业人员的必备素养是需具备功底深厚的特定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Ｗｉｅｒｓｅ
ｍａ和 Ｂａｎｔｅｌ，１９９２）［６］。创业者如果有过技术经历，一方面，由于他们熟谙某领域所必需的生产知
识、经营方法等特定技术资源的诀窍，从而得以对相关技术的萌芽、发展、成熟、衰退等全生命周期

各阶段的洞悉更加“明察秋毫”，对相关技术前沿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更加“驾轻就熟”，对企业

潜在的某项新技术应用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周期认知更加“游刃有余”，亦对企业未来创新机会可

能性的突破更加“洞若观火”（Ｍｉｌｌｅｒ和 ＤｅＶｒｉｅｓ，１９８２；Ｆｒａｎｃｉｓ等，２０１５）［３９～４０］。这极大地规避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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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失败的风险，提升了创新投入的成功率，使得他们更意愿于企业创新（Ｎｏｎａｋａ和 Ｋｏｎｎｏ，
１９９８；Ｆａｌｅｙｅ等，２０１８）［２７］［３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日常技术性工作可以描述为将外部碎片化的
“意会知识”或“缄默知识”转化为自身体系化的“显性知识”，是一个通过刻苦修为的动手实践到

逐步掌握相关技艺，持续把对产品的“奇思妙想”通过真实的产品呈现出来，把对专业知识或经验

通过操作或管理手册等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过程（Ｗｉｅｒｓｅｍａ和 Ｂａｎｔｅｌ，１９９２）［６］。这本身就是一
个在失败中不断累积经验，对技术条件的反复调试和对前人成果的再创造，是在“既切之而复磨

之，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的修炼后，最终达到成功彼岸的不确定性过程。

在技术经历中的这种“摸爬滚打”锻造了他们锲而不舍、不惧失败的气魄和担当，使得他们对于成

功问世的技术项目可以“安然若素”，对于未能孵化出来的技术项目亦可以“心态平和”（胡元木和

纪端，２０１７；李亚飞等，２０２１）［２４～２５］。正是这份对于创新成败的容忍度，保证了创新投入的持续与
稳定，从而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促进作用（韩忠雪等，２０１４）［３４］。

（二）技术经历熏染了创业者的创新思维

技术工作岗位需长期耕耘在技术一线，通常都是在某个特定领域选择某个切入点进行较高专注

度和深入细致的“聚焦化”，或是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进行寻根问底的探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打破

固有思维模式，将“纸上觉来”和“实践真知”的专业知识重新加以整合，于灵光乍现中创造性“拼凑”，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Ｊｉａｎｇ和 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７；Ｓｕｎｄｅｒ等，２０１７；沈艺峰等，
２０１６）［４１］［１５］［２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技术人员群体与学者们、发明家们相近，都是基于改造客观世
界，对于未知事物的不懈追求创造出一项项普世惠民的科研成果、发明创造或技术转化应用的过程

（Ｆｒａｎｃｉｓ等，２０１５；虞义华等，２０１８；黄灿等，２０１９；张晓亮等，２０１９）［４０］［２３］［２１～２２］。创业者如果有过技术
经历，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日常工作性质可以描述为是一项项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心智活动，包含了冒

险与渴望新奇体验的特性，其思维和视野通常会不自觉地秉承对于“自由探索”的热爱，这使得他们对

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汲取前人智慧、感受前辈胸襟，无形中熏陶了他们勇于开拓进取、

探索未知的创新思维（Ｓｕｎｄｅｒ等，２０１７）［１５］，从而他们更意愿于进行企业创新；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
工作内容是作为改造社会技术、促进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实践活动，其“发现新事物、探索新事物、获得

意外惊喜”的工作经历不断训练着他们的发散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这无形中形

塑了他们不循常规、寻求变异、从多角度探索答案，并相信自己能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改造社会的创造

性思维模式，从而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企业创新。

（三）技术经历铸造了创业者的创新精神

技术工作内容与技术职业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匠人”或“能工巧匠”这一技术性工种群体在中国

千百年来“工匠情怀”的薪火传承中，形成了兼济天下、家国天下等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体系，这一

传统的精神气质得以一直绵延至今（段升森等，２０２１）［４２］。而个体作为社会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需
自觉接受这种与自身角色相符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因此，长久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技术型人才

群体的“斧工蕴道”角色寄予了较高期待。创业者如果有过技术经历，一方面，由于他们被赋予是企业

创新责无旁贷的“扛鼎”之人，无形中强化了他们对于这份职业的高度认同和敬畏的工匠情怀自觉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２０１０）［４３］。考虑到创新的周期性较长，长时间的人力和物力高投入短时间内有极大可能性
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因此，当面对高风险的创新决策时，他们更有意愿从企业的整体利益出发

去思考和权衡，较少有基于自身“职业忧虑”的短期急功近利表现，从而具备更高屋建瓴的胸怀和格局

（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８）［４４］，亦有着更高的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Ｃｈｏ等，２０１５）［４５］。他们的这一价值取向和坚
定信仰正是企业得以创新的重要内部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被标签为“精工和精益求精”的代表，

从而他们的日常技术工作本身便可视为是工匠情怀的一项自我修炼（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３）［４６］。这种对于每
一个技术项目的每一个环节的“内观己心”的严格精确要求，得以自始至终贯穿于技术工作岗位的全

过程中，如此“一步一个脚印”的特质恰是保证技术创新项目最终“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并真正

服务于社会和创造价值的“魂魄”，亦是企业持续创新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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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相较于非技术型创业者，技术型创业者更倾向于企业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数据来源于第五次（２００２年）至第十一次（２０１４年）的７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混合截面数
据。这一数据库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及中国私营

经济研究会四家机构组成课题组，起始于１９９１年，每两年１次在全国范围内按照０５５％的多阶分层
ＰＰＳ进行随机抽样，并为每一家被访企业分配一个随机编号，涵盖了中国３１个省份的各个行业和各种
规模，具有较强代表性。在调查访问过程中，具体由当地工商局和工商联亲自派员进驻，调查员直接

访谈的对象均为私营企业家或主要投资者，并且该调查一直是国家重点持续支持的项目，调查问卷的

内容设计严谨全面，所得数据和资料被直接用于编写政府决策支持报告（Ｊｉａ，２０１４）［４７］，确保了数据的
可靠性。

按如下条件进行数据的筛选工作：第一，由于每年抽样调查的企业均有所不同，而且在编码上并

不能确认是否属于同一家企业，所以本文认为这些样本不相关，在数据处理上将７次调查数据合并成
为一个完整数据库。第二，剔除了数据缺失、异常和主要变量相关信息不完整的样本。第三，为减轻

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１％分位数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共计１２６１９
个企业年度观测样本，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分别获得１９６２、１１１０、１１２３、
１５３２、１６１７、２５５７、２７１８个样本。

（二）主要变量定义

因变量：企业创新（ＲＤ）。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是：“企业当年用于新产品的研发投入费
用是多少？”借鉴已有文献（Ｌｉｎ等，２０１１；Ｂｅｎｍｅｌｅｃｈ和 Ｆｒｙｄｍａｎ，２０１５；Ｙｕａｎ和 Ｗｅｎ，２０１８；张晓
亮等，２０１９）［８］［１４］［１６］［２２］的做法，用企业当年研发投入的总支出取自然对数来测度。在稳健性检
验中，首先将其设置为虚拟变量（ＲＤ０），如果企业当年有用于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则取值为１，否
则为０；其次，以企业当年用于新产品的研发投入的总支出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ＲＤ２）进行替
代性测量。

自变量：技术型创业者（ＴＥ）。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询为：“在开办私营企业前，企业家是否有过
技术工作经历？”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借鉴既有研究（Ｆａｌｅｙｅ等，２０１８；李四海等，２０１４；胡元木和纪端，
２０１７）［３１］［３３］［２４］，用虚拟变量进行测度，即如果创业者有从事过技术工作的经历，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Ｈ，本文构建了如下待检验的计量模型：

ＲＤｉ＝α０＋α１ＴＥｉ＋αＣＶｓｉ＋∑Ｒｅｇｉｉ＋∑Ｉｎｄｕｉ＋∑Ｙｅａｒｉ＋εｉ
其中，ＲＤ是企业创新指标，ＴＥ是技术型创业者指标；为了控制其他潜在因素对企业创新（ＲＤ）的影
响，控制了企业家层面、企业层面、环境层面的其他一些控制变量集（ＣＶｓ）。企业家层面因素包括：企
业家性别（Ｍａｌｅ）、企业家年龄（Ａｇｅ）、受教育程度（Ｅｄｕ）、社会阶层（Ｓｏｃ）、创业前从政经历（ＰＥＢＥ）、政
治身份（ＰＩ）等变量，企业层面因素包括：企业员工数（ＥＭＰ）、企业年龄（ＢＡｇｅ）、正式结构（Ｆｏｒ）、是否
改制（Ｏｗ）等变量，环境层面因素则借鉴王小鲁等（２０１９）［４８］编制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与其所属地
区和被调研年份进行人工匹配后，作为地区市场化水平（Ｍａｒ）的测量指标。此外，考虑到不同省份
（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年份的问卷询问及调查方式存在不同程度差异，这可能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影

响，还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Ｒｅｇｉ）、行业虚拟变量（Ｉｎｄｕ），以及年度虚拟变量（Ｙｅａｒ），ε为扰动项。主
要变量定义见表１。本文主要关注的是ＴＥ的回归系数，若α１显著为正，则意味着技术型创业者更倾
向于企业创新，从而支持假设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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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和测量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及测量

企业创新 ＲＤ 企业当年用于新产品研发投入的总支出，取自然对数

技术型创业者 ＴＥ 在开办私营企业前，企业家是否有过技术工作经历，是１，否０

企业家性别 Ｍａｌｅ 男１，女０

企业家年龄 Ａｇｅ （当年年份—企业家出生年份），取自然对数

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
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１，初中为２，高中或中专为３，大专为４，
大学为５，研究生及以上为６

社会阶层 Ｓｏｃ
企业家与周围的人比起来，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各处于什么阶层？

１最高等级，１０最低等级。（经济地位 ＋社会地位 ＋政治地位）／３

创业前从政经历 ＰＥＢＥ
在开办私营企业前，企业家曾在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任职，未担任０，一般干
部１，科级干部２，县、处级干部３，处级以上干部４

政治身份 ＰＩ
企业家当前在人大或政协任职情况，未担任０，乡镇级１，县级２，地市级３，省
级４，国家级５。同时任两项，按最高级别赋值

企业员工数 ＥＭＰ 企业当年的员工总数，取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ＢＡｇｅ （当年年份—企业成立年份），取自然对数

正式结构 Ｆｏｒ 企业如设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各取值１，并加总，无取值０

是否改制 Ｏｗ 企业注册资金来源是否有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资产，有１，否０

地区市场化水平 Ｍａｒ 王小鲁等（２０１９）［４８］编制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２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企业创新（ＲＤ）的均值为１３５５，中位数为００００，最
大值为７３１４，呈左偏厚尾的数据分布特征，说明私营企业创新的程度普遍偏低；技术型创业者（ＴＥ）
的均值为０１６４，表明技术型创业者在总样本中的占比已接近六分之一。由此可见，在整个私营企业
家队伍中，有过技术经历的私营企业家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群体。他们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

推进者，亦是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搏击未来科技的时代引领者，探讨这一群体是否意愿于企业创新具有

较强的现实基础。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２５％分位 中位数 ７５％分位 最大值

ＲＤ １２６１９ １３５５ ２０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７０８ ７３１４

ＴＥ １２６１９ ０１６４ ０３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ａｌｅ １２６１９ ０８７０ ０３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ｇｅ １２６１９ ３８０２ ０１８７ ３２５８ ３６９０ ３８０７ ３９３２ ４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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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２５％分位 中位数 ７５％分位 最大值

Ｅｄｕ １２６１９ ３８９６ １１３９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Ｓｏｃ １２６１９ ５７４１ １７５０ １３３３ ４６６７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９６６７

ＰＥＢＥ １２６１９ ０２７１ ０５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ＰＩ １２６１９ １０２６ １２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ＥＭＰ １２６１９ ４１１２ １５０１ ０６９３ ３０４５ ４１１１ ５１８７ ７７４１

ＢＡｇｅ １２６１９ ２１０４ ０５９１ ０６９３ １７９２ ２１９７ ２５６５ ３１３６

Ｆｏｒ １２６１９ １４６９ １０３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Ｏｗ １２６１９ ０１６２ ０３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Ｍａｒ １２６１９ ６９９５ １９６６ ２７９０ ５６６０ ６８３０ ８３８０ １１７１０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企业家性别（Ｍａｌｅ）的均值为０８７０，说明男性创业者占绝大部分；受教育程
度（Ｅｄｕ）的均值为３８９６，表明创业者的平均学历为高中及以上；创业前从政经历（ＰＥＢＥ）的均值为
０２７１，中位数为００００，表明创业者创业前多数未曾在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担任过任何职务，且担任
职务者的任职级别普遍较低，平均为科级干部以下；政治身份（ＰＩ）的均值为１０２６，中位数为００００，
表明创业者当前多数未在人大或政协担任任何职务，且担任职务者的任职级别普遍较低，平均为县级

以下。此外，企业家年龄（Ａｇｅ）、社会阶层（Ｓｏｃ）、企业员工数（ＥＭＰ）、企业年龄（ＢＡｇｅ）、正式结构
（Ｆｏｒ）、是否改制（Ｏｗ）、地区市场化水平（Ｍａｒ）等变量的均值分别为 ３８０２、５７４１、４１１２、２１０４、
１４６９、０１６２、６９９５，数值均处于合理分布区间内。

进一步从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与企业创新（ＲＤ）通过了１％水平上的统
计检验，这初步说明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Ｈ具有较强合理性，但更加严谨的结论有待后续验证。为
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各变量之间的 ＶＩＦ检验结果表明，ＶＩＦ值最高为１５００，平均
ＶＩＦ值为１１８０，远低于临界值１０，表明完全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基本统计事实

为了清晰呈现创业者创新投入的分布情况，表３给出了分行业分地区分类别的多维度统计结果。
按所属行业来看，第二产业的平均企业创新程度最高（均值１９３０），第一产业（均值１９０６）次之，第三
产业（均值０５６７）最低，其中，第二产业中制造业的平均企业创新程度最高（均值２１８０），建筑业（均
值０７０７）最低；第三产业中科研技术的平均企业创新程度最高（均值２４６５），批发零售（均值０２４３）
最低，说明创新活动主要活跃在专业技术性比较强的行业。从所属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企业创

新程度最高（均值１５０２），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分伯仲（均值分别为１１５２、１１５９），说明创新活动主要
聚集在发达地区。从企业类别来看，股份有限公司的平均企业创新程度最高（均值２０９４），其次是有
限责任公司（均值１３３８），一人或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则较低（均值分别为１１１９、１０３７），说明创新活
动主要分布在规范化运作企业。同时也可以看出，无论所属行业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

业，无论所属地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无论企业类别是一人或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型创业者样本组的平均企业创新程度均高于非技术型创业者样本组。上述

结果整体上和中国企业的现实情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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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创业者创新投入的分行业分地区分类别统计

产业分类 创业者分类 观测值 占全样本比例 企业创新均值

所属行业

１．第一产业 ８９８ ７．１１６％ １．９０６

非技术型 ７８０ ６．１８１％ １．８５９

技术型 １１８ ０．９３５％ ２．２１７

２．第二产业 ６４１７ ５０．８５２％ １．９３０

非技术型 ５３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１．８６８

技术型 １１１７ ８．８５２％ ２．２２５

其中：制造业 ５２２３ ４１．３９０％ ２．１８０

非技术型 ４３３０ ３４．３１３％ ２．１０３

技术型 ８９３ ７．０７７％ ２．５５５

建筑业 ８２０ ６．４９８％ ０．７０７

非技术型 ６５５ ５．１９１％ ０．７０１

技术型 １６５ １．３０８％ ０．７３１

３．第三产业 ５３０４ ４２．０３２％ ０．５６７

非技术型 ４４６８ ３５．４０７％ ０．４５０

技术型 ８３６ ６．６２５％ ０．９２９

其中：批发零售 １６０５ １２．７１９％ ０．２４３

非技术型 １４５０ １１．４９１％ ０．２３１

技术型 １５５ １．２２８％ ０．３５３

科研技术 １４８ １．１７３％ ２．４６５

非技术型 ９７ ０．７６９％ ２．１９４

技术型 ５１ ０．４０４％ ２．９８１

所属地区

１．东部 ７２９１ ５７．７８０％ １．５０２

非技术型 ６０９３ ４８．２８４％ １．４２４

技术型 １１９８ ９．４９４％ １．９００

２．中部 ２８９５ ２２．９４２％ １．１５２

非技术型 ２４３８ １９．３２０％ １．１０２

技术型 ４５７ ３．６２２％ １．４１８

３．西部 ２４３３ １９．２８０％ １．１５９

非技术型 ２０１７ １５．９８４％ １．１００

技术型 ４１６ ３．３００％ １．４４０

企业类别

１．一人或独资企业 １８５０ １４．６６０％ １．１１９

非技术型 １５６９ １２．４３４％ １．０２４

技术型 ２８１ ２．２２７％ １．６４９

２．合伙企业 ５９１ ４．６８３％ １．０３７

非技术型 ４８０ ３．８０４％ １．０１５

技术型 １１１ ０．８８０％ １．１３３

３．有限责任公司 ９１１１ ７２．２０１％ １．３３８

非技术型 ７５８７ ６０．１２４％ １．２６９

技术型 １５２４ １２．０７７％ １．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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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产业分类 创业者分类 观测值 占全样本比例 企业创新均值

企业类别

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６７ ８．４５６％ ２．０９４

非技术型 ９１２ ７．２２７％ ２．０４０

技术型 １５５ １．２２８％ ２．４１２

合计 １２６１９ １００％ １．３５５

　　注：第二产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公共设施、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管理及其他。东部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１１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
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９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１１个省份；港澳台地区未列入。

表４进一步检验了创业者创新投入分组统计的均值差异。初步结果显示，平均来看，虽然技术型
创业者样本组的占比为１６４１２％，低于非技术型创业者样本组的占比（８３５８８％），但其所对应的平均
企业创新程度为１７０２，高于非技术型创业者样本组的平均企业创新程度（１２８７），二者在１％的统计
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这和前文提出的假设Ｈ初步吻合。

表４　创业者创新投入的分组统计结果差异

样本组 观测值 占全样本比例 企业创新均值 均值差异

非技术型创业者 １０５４８ ８３．５８８％ １．２８７

技术型创业者 ２０７１ １６．４１２％ １．７０２

－０．４１４

（－８．４３６）

　　注：括号内为ｔ值，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

图１　创业者创新投入的历时趋势与对比

此外，图１直观展示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间创业者创新投入的历时趋势与对比情况。可以看出，非
技术型创业者样本组的平均企业创新投入，在各个年份均显著低于技术型创业者样本组，与假设Ｈ预
期一致。但同时也应看到，进入２０世纪以来，无论是非技术型创业者，还是技术型创业者，其平均企
业创新投入的趋势均是下降的，这说明随着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私营企业家的整体创新意愿是呈

下降态势的，不排除是受资本的短期趋利动机，即资本纷纷由实体板块抽离转而投向房地产或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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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实体领域所带来的影响。图１不仅从宏观层面折射了中国私营企业创新发展饱受虚拟经济冲击而
起落跌宕的时代断面的嬗变过程，亦在微观层面勾勒了技术型创业者“坚守匠心”在其间作为能动主

体“求索不止、革放鼎新”的行动策略图景。而企业创新作为恒久而新鲜的主题，其所蕴藏的活力如何

被全面激活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三）基准回归分析

如表５所示，列（１）是一系列企业家特征、企业特征、环境特征等对企业创新（ＲＤ）的影响。在此
基础上，列（２）增加了省份行业年份固定效应。进一步，列（３）增加了自变量技术型创业者（ＴＥ），结果
显示，相较于非技术型创业者，技术型创业者（ＴＥ）更倾向于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为０．２３０，并在１％统
计水平上显著（ｔ值为５．２９０）。由此较好地支持了假设Ｈ。

控制变量方面，Ｅｄｕ的回归系数０．１７７、Ｓｏｃ的回归系数０．０４０、ＰＩ的回归系数０．０８４、ＥＭＰ的回归
系数０．３６２、ＢＡｇｅ的回归系数０．０９０、Ｆｏｒ的回归系数０．１４９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ｔ值分别
为１１．０１３、３．９２０、５．２８３、２５．５１３、３．０８８、８．９７９），分别表示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阶层地位越低，
政治身份级别越高，以及企业的规模越大、历史越悠久、规范化运作程度越高，越意愿于进行企业创

新。这与既有文献中的结果一致（Ｋｉｍｂｅｒｌｙ和 Ｅｖａｎｉｓｋｏ，１９８２；Ｂａｎｔｅｌ和 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９；Ｌｉｎ等，２０１１；李
四海等，２０１４；刘美芬，２０１９）［７］［５］［８］［３３］［１９］。

（四）工具变量法回归

尽管本文用于解释企业创新（ＲＤ）的关键自变量技术型创业者（ＴＥ）是相对外生的，因为创业者
在创业前是否有过技术经历，从时间顺序上来看是事实上已经发生过的。但谨慎起见，也不能完全排

除这两者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为此使用工具变量法，以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创业者在未成年特殊劳动者时期（１６～１８岁）“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ＴＥ＿ＩＶ）
这一虚拟变量，作为技术型创业者（ＴＥ）影响企业创新（ＲＤ）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该工具变量满
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首先，如果创业者在１６至１８岁的未成年特殊劳动者时期有过上山下乡
经历，那么，在中国传统习俗和道德观的约束下，由于成年后需奔忙于生计或家庭等，再进一步去大

学深造接受专业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学习，或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师徒传承模式接受系统性的某种

专业技能或手艺训练的概率会极大地降低。数据显示，１９６６—１９７７年间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主
要是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总人数占比超过９８％（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１９８７）［４９］。因此，该工具
变量显然与技术型创业者（ＴＥ）负相关；其次，当初广泛性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样本区间若
干年后的企业创新（ＲＤ）这一事件本身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在此基础上，依据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间中
国城市和农村儿童的正常受教育年份推测，当１９６６—１９７７年间的年龄段为１６至１８岁，即创业者
的出生年份为１９４８—１９６０年区间时，工具变量（ＴＥ＿ＩＶ）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表５　基准回归分析

因变量 企业创新（ＲＤ）

模型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３）
ＯＬＳ

ＴＥ
０．２３０

（５．２９０）

Ｍａｌｅ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１

（２．９４３） （０．８２６） （０．７４０）

Ａｇｅ
－０．２０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３

（－２．１２２） （－０．９０２） （－０．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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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因变量 企业创新（ＲＤ）

模型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３）
ＯＬＳ

Ｅｄｕ
０．０９４ ０．１８６ ０．１７７

（５．８５７） （１１．６０４） （１１．０１３）

Ｓｏｃ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０

（６．７６３） （３．７６３） （３．９２０）

ＰＥＢＥ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１．３６３） （０．３０１） （０．１６５）

ＰＩ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４

（３．９４０） （５．１９０） （５．２８３）

ＥＭＰ
０．４７１ ０．３６０ ０．３６２

（３３．２８０） （２５．３７４） （２５．５１３）

ＢＡｇｅ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０

（０．５９４） （３．２１４） （３．０８８）

Ｆｏｒ
０．１３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４９

（７．５４５） （８．９８０） （８．９７９）

Ｏｗ
０．１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０

（２．７７９） （－０．７０１） （－０．６０５）

Ｍａｒ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７．３１５） （０．２９２） （０．２２２）

＿ｃｏｎｓ
－１．４６８ －０．３６９ －０．３６９

（－４．０６９） （－０．８５０） （－０．８５１）

Ｒｅｇｉ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Ｎ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９３ ０．３００ ０．３０１

　　注：括号内为ｔ值，、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６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进行了检验。在第一阶段回归中，解释变量为创业者在
未成年特殊劳动者时期（１６～１８岁）“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经历”（ＴＥ＿ＩＶ），被解释变量为技术型
创业者（ＴＥ），同时本文控制企业家层面、企业层面、环境层面的主要变量（ＣＶｓ），以及省份虚拟
变量（Ｒｅｇｉ）、行业虚拟变量（Ｉｎｄｕ）和年度虚拟变量（Ｙｅａｒ）。列（１）显示，工具变量系数均在 １％
（ｔ值为 －２．８７４）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创业者在未成年特殊劳动者时期有过上山下乡经历
对其技术经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所受教育程度（Ｅｄｕ）越高的创业者，具
有技术经历的可能性越大；社会地位（Ｓｏｃ）越高的创业者，其有技术经历的可能性越大。这些均
与现实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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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工具变量法回归分析

因变量 技术型创业者（ＴＥ） 企业创新（ＲＤ）

模型

２ＳＬＳ方法
（１）

第一阶段回归

（２）
第二阶段回归

ＴＥ＿ＩＶ
－０．０２５

（－２．８７４）

ＴＥ
３．８７０

（１．８３５）

Ｍａｌｅ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６

（１．６５６） （－０．４１６）

Ａｇｅ
０．０４４ －０．１１２

（１．９０７） （－０．９５６）

Ｅｄ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９

（１１．６８７） （０．４８０）

Ｓｏｃ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５

（－３．３１２） （３．３５０）

ＰＥＢＥ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８

（２．９７６） （－１．１３１）

ＰＩ
－０．００６ ０．１０６

（－２．０３１） （４．５９２）

ＥＭＰ
－０．００８ ０．３９１

（－２．８８３） （１６．４４５）

ＢＡｇｅ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２．５６６） （０．５９７）

Ｆｏｒ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６

（０．２６５） （７．０９３）

Ｏｗ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５

（－１．９６５） （０．６０２）

Ｍａｒ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３

（１．４２４） （－０．６３８）

＿ｃｏｎｓ
－０．１２１ －０．３７２

（－１．１９０） （－０．６７８）

Ｒｅｇｉ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Ｎ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５９

Ｆ值
１１．１９０

［ｐ＜０．０００］

ＡＲ（χ２值）
５．２１０

［ｐ＝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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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因变量 技术型创业者（ＴＥ） 企业创新（ＲＤ）

模型

２ＳＬＳ方法
（１）

第一阶段回归

（２）
第二阶段回归

Ｗａｌｄ（χ２值）
（弱工具变量检验）

３．３７０
［ｐ＝０．０６７］

Ｗａｌｄ（χ２值）
３５５０．４８０
［ｐ＜０．０００］

　　注：小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中括号内为经验ｐ值，、和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此外，表６第（１）列的第一阶段最小特征值统计量Ｆ值大于１０，ＡＲ卡方统计量值和Ｗａｌｄ卡方统
计量值均至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本文接着提取了工具变量第一
阶段回归的因变量拟合值进行第二阶段回归，列（２）显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与表５基准回归结果一
致，至少在１０％（ｔ值为１８３５）的水平上显著，即技术型创业者更倾向于企业创新。因此，即使在控制
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假设Ｈ依然成立。

（五）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技术型创业者占总样本的比重为１６４１２％，因而样本可能存在不均衡。为解

决这一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进行处理。最
近邻（１：１）匹配、最近邻（１：２）匹配、卡尺内（１：４）匹配三种方法的结果均显示，样本匹配效果良好。
进一步地，对以上三种匹配得分结果进行检验，发现技术型创业者（ＴＥ）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值）仍
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假设Ｈ是稳健的。
２变换企业创新的指标重新测度
变换企业创新（ＲＤ）指标，分别用虚拟变量（ＲＤ０）指标和企业当年用于新产品的研发投入的总支

出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ＲＤ２）指标进行替代测量，结果仍支持假设Ｈ。
３变换计量方法
由于企业创新（ＲＤ）指标和企业当年用于新产品的研发投入的总支出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

（ＲＤ２）指标均存在较多比例的零值，因而均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估计，结果仍支持假设Ｈ。
４基于残差的重新检验
首先，将技术型创业者（ＴＥ）对企业家特征、企业特征、环境特征，以及省份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等

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所得残差即为所有控制变量无法解释的部分。其次，将企业创新（ＲＤ）对
技术型创业者（ＴＥ）和残差重新进行ＯＬＳ回归，结果仍支持假设Ｈ。

五、进一步的机制分析

在中国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制度层面、企业家个人层面、企业层面等一系列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势

必导致企业创新决策的异同，因而技术型创业者是否更有意愿进行企业创新受到了这些综合因素的

影响。鉴于此，本文分别具体从市场化水平、企业家自身受教育水平、企业资源禀赋三个维度，检验其

在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与企业创新（ＲＤ）之间的调节作用机制。
（一）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市场化水平是对一系列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

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维度的综合量度（王小鲁等，２０１９）［４８］。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因而
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呈现出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恰好可看作是制度环境变迁的一种近似反映。既

有研究表明，企业所属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意味着该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非市场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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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越低，科技创新的相关配套体系越完善，从而企业外部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程度有所缓解，投资效率更高，这无疑对企业创新投资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信号作用（Ｗａｌｌｙ和 Ｂａｕｍ，
１９９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等，２０１０）［３５］［３７］。因此，本文预测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技术型创业者更有动机
进行企业创新。

表７第（３）列考察了市场化水平（Ｍａｒ）对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与企业创新（ＲＤ）之间的关系是否具
有调节作用。可以看出，市场化水平（Ｍａｒ）与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交叉项的回归系数（００４５）对企业创
新（ＲＤ）的影响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ｔ值为２１６０），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

（二）企业家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

诸多文献已经证实，高层管理者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其拥有何种不同的价值观、认知风格、

认知复杂度和结构等（Ｋｉｍｂｅｒｌｙ和Ｅｖａｎｉｓｋｏ，１９８２；Ｂａｎｔｅｌ和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９）［７］［５］。所受教育水平越高，
通常其在知识积累、知识创新和知识发展方面具有一定权威性，这意味着其整体素养一般较高，具备

更高瞻远瞩的整体认知和视野，这会使得其领导下的组织更具有创新气魄（Ｌｉｎ等，２０１１）［８］。因此，
本文预测创业者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技术型创业者越有动机进行企业创新。

表７第（４）列考察了受教育水平（Ｅｄｕ）对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与企业创新（ＲＤ）之间的关系是否具
有调节作用。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Ｅｄｕ）与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交叉项的回归系数（０１０８）对企业
创新（ＲＤ）的影响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ｔ值为２６７９）。这一结果符合预期。

（三）企业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

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看，企业拥有资源禀赋的多寡和质量，决定了其能够采用何种战略应对来自

外部环境的威胁和挑战（Ｖｏｓｓ等，２００８）［３６］。企业资源禀赋条件越好，其越有可能突破外部环境的某
些约束，更多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而不是通过外部社会资本，来获得企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和发展机

遇，从而更有机会和意愿通过能力建设开展高风险和高回报的创新活动（Ｘｉｎ和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６）［５０］。因
此，本文预测企业的资源禀赋越丰裕，技术型创业者越有动机进行企业创新。

借鉴Ｖｏｓｓ等（２００８）［３６］的方法，本文利用企业员工数（ＥＭＰ）和企业年龄（ＢＡｇｅ）这两个指标来测
量企业的资源禀赋程度。企业员工数越多，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年龄越大，表明企业历史越悠久。

这两个指标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资源禀赋的丰裕程度。表７列（５）、列（６）分别考察了企业员
工数（ＥＭＰ）、企业年龄（ＢＡｇｅ）对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与企业创新（ＲＤ）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可以看出，企业员工数（ＥＭＰ）与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交叉项的回归系数００６７、企业年龄（ＢＡｇｅ）与技
术型创业者（ＴＥ）交叉项的回归系数０１９８，对企业创新（ＲＤ）的影响均至少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正（ｔ值分别为２１７７、２７３３）。与此同时，在这两个指标的叠加影响方面，列（８）考察了企业员工数
（ＥＭＰ）、企业年龄（ＢＡｇｅ）同时对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与企业创新（ＲＤ）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同样亦可以看出，企业员工数（ＥＭＰ）、企业年龄（ＢＡｇｅ）、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三者交叉项的回归系数
（００９５），对企业创新（ＲＤ）的影响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ｔ值为１９０５）。这些结果与预期是
一致的。

表７　进一步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

因变量 企业创新（ＲＤ）

模型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３）
ＯＬＳ

（４）
ＯＬＳ

（５）
ＯＬＳ

（６）
ＯＬＳ

（７）
ＯＬＳ

（８）
ＯＬＳ

ＴＥＥＭＰＢＡｇｅ
０．０９５

（１．９０５）

ＥＭＰＢＡｇｅ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９

（７．０３４） （５．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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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因变量 企业创新（ＲＤ）

模型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３）
ＯＬＳ

（４）
ＯＬＳ

（５）
ＯＬＳ

（６）
ＯＬＳ

（７）
ＯＬＳ

（８）
ＯＬＳ

ＴＥＢＡｇｅ
０．１９８ ０．１５６ －０．２１８

（２．７３３） （２．０６２） （－１．２１４）

ＴＥＥＭＰ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６ －０．１３８

（２．１７７） （１．７５２） （－１．３３５）

ＴＥＥｄｕ
０．１０８

（２．６７９）

ＴＥＭａｒ
０．０４５

（２．１６０）

ＴＥ
０．２７６ ０．２３０ －０．０８５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７ －０．１８１ －０．３２０ ０．４１６

（６．０８５） （５．２９０） （－０．５７８）（－１．２８３）（－０．３７９）（－１．２０４）（－１．９８７） （１．２０９）

Ｍａ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２２２） （－０．０３４） （０．２４７） （０．１７３） （０．２３３）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１）

Ｅｄｕ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７ ０．１６０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１１．０１３） （１０．９９５） （９．３２１） （１１．０５６） （１１．０２１） （１１．１４９） （１１．１５９）

ＥＭＰ
０．３６２ ０．３６２ ０．３６３ ０．３５２ ０．３６３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３

（２５．５１３） （２５．４９８） （２５．６０６） （２３．６９４） （２５．５７４） （１．７６３） （２．２９０）

ＢＡｇｅ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７ －０．４３９ －０．３８５

（３．０８８） （３．１０２） （３．０４７） （３．１００） （１．８６８） （－６．７８８） （－５．５６５）

Ｍａｌｅ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２．３５１） （０．７４０） （０．７３４） （０．７５６） （０．７５０） （０．７７０） （０．９２５） （０．９１４）

Ａｇｅ
－０．１６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１．８６０）（－０．９２２）（－０．８８７）（－０．９９３）（－０．８７５）（－０．８６９）（－０．５０８） （－０．５１５）

Ｓｏｃ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１０．５６３） （３．９２０） （３．９３８） （３．９２８） （３．８８４） （３．８８８） （４．０４８） （４．０５９）

ＰＥＢＥ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０

（２．２８５） （０．１６５） （０．２０６） （０．１５６） （０．２１１） （０．２２９） （０．２９１） （０．３０７）

ＰＩ
０．２３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１５．０５５） （５．２８３） （５．２８３） （５．３２８） （５．２８７） （５．２８０） （５．０２０） （５．０２３）

Ｆｏｒ
０．２５０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０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６

（１４．５７７） （８．９７９） （８．９７５） （８．９５１） （８．９５７） （８．９９２） （８．７６８） （８．７７２）

Ｏｗ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１６５） （－０．６０５）（－０．５５８）（－０．６１６）（－０．６２７）（－０．６０３）（－０．０２７） （－０．０２２）

＿ｃｏｎｓ
１．６４９ －０．３６９ －０．３１６ －０．３０２ －０．３３５ －０．３２６ ０．６６７ ０．５６４

（４．６８６） （－０．８５１）（－０．７２７）（－０．６９５）（－０．７７３）（－０．７５２） （１．５１２） （１．２７２）

Ｒｅｇ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４３ ０．３０１ ０．３０１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１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５ ０．３０５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 ｔ值，、和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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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后果检验

既然技术型创业者更意愿于企业创新，那么，其进行企业创新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呢？

本文具体从企业经营业绩、企业投资状况、企业融资负债状况三个方面进行检验。

（一）企业经营业绩检验

一方面，虽然技术型创业者在客户需求识别、团队管理和激励、企业资源分配协调、财务风险评估

等综合运营能力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短板，但在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方面却始终秉承一以贯之的“匠

术”高标准，而恰是这种返璞归真的“匠心”坚守，才是长久赢得消费者尊重和获取市场肯定的终极法

宝，从而所经营的企业可能会有较好的经营业绩（Ｆａｌｅｙｅ等，２０１８；韩忠雪等，２０１４；胡元木和纪端，
２０１７）［３１］［３４］［２４］。但另一方面，技术型创业者由于有着更多的创新投入，这可能导致企业在把握竞争
时机或扩展潜在市场机会的显性成果上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问题，从而所经营的企业短期内不太可能

取得经营绩效（Ｔｈｏｍａｓ等，１９９１；Ｔｈｏｍａｓａｎｄ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ｙ，１９９６；尹志锋，２０１８）［５１～５２］［２９］。因此，本文预
测技术型创业者在进行企业创新后，其企业经营业绩可能比非技术型创业者所经营的企业高，但亦可

能比非技术型创业者所经营的企业低。

表８列（１）至列（２）用净利润率（ＲＯＳ）来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是：“您
企业当年的净利润是多少”“您企业当年的营业收入是多少？”具体地，用当年净利润除以当年总营业

收入来测度。该因变量根据其数据特征，采用 ＯＬＳ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与企业
创新（Ｒ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０．１１９）对净利润率（ＲＯＳ）的影响至少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ｔ值为－１．８９５）。这说明了技术型创业者短期内可能并没有好的经营绩效，该结果与 Ｔｈｏｍａｓ等
（１９９１）［５１］、Ｔｈｏｍａｓ和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ｙ（１９９６）［５２］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二）企业投资状况检验

诸多文献从侧面印证了技术型创业者作为创新冒险活动的实践者，可能更倾向于通过技术输出

的方式向外界扩展业务领域来拓宽企业生存空间，从而使得企业有更多的各项投资活动（Ａｄｌｅｒ和
Ｆｅｒｄｏｗｓ，１９９０；Ｆａｌｅｙｅ等，２０１８；胡元木，２０１２；李四海等，２０１４；李亚飞等，２０２１）［３０～３３］［２５］。因此，本文预
测技术型创业者在进行企业创新后，其企业投资可能比非技术型创业者所经营的企业多。

表８的第（３）列至第（４）列用对外投资额（Ｅｉｎ）来测量企业的投资状况。问卷中涉及的相关问题
是：“您企业当年的境外投资额是多少美元？”具体地，用企业当年境外投资额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换算

成人民币后，除以当年总营业收入来测度。由于该因变量的零值较多，意味着没有对外投资的企业占

有较大比重，因而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与企业创新（ＲＤ）交叉项的回
归系数（０．８８８）对对外投资额（Ｅｉｎ）的影响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ｔ值为２．５４８）。这表明技
术型创业者所经营企业在短期内有着更多的投资活动，符合本文预期。

（三）企业融资负债状况检验

众所周知，企业创新属于典型的资本高度密集型投资活动，但这类体量需求巨大的资本从何而来

呢？从企业的具体实践情况来看，融资难问题始终是被企业家列为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

难之一，这意味着企业创新往往会有着较大比重的资金额度需要通过外部融资渠道筹措（Ｋｈｗａｊａ和
Ｍｉａｎ，２００５；邓可斌和曾海舰，２０１４）［５３～５４］。因此，本文预测技术型创业者在进行企业创新后，其所经
营企业的融资负债可能比非技术型创业者所经营的企业多。

表８的第（５）列至（６）列用银行融资负债额（Ｌｏａｎ）来度量企业的融资负债状况。问卷中涉及的
相关问题是：“您企业当年在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是多少？”“您企业当年在小型金融

机构的贷款总额是多少？”具体地，用企业当年在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小型金融机构的贷款总

额除以当年总营业收入来测度。由于该因变量的零值较多，意味着没有融资负债的企业占有较大比

重，因而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技术型创业者（ＴＥ）与企业创新（Ｒ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０．
１１７）对银行融资负债额（Ｌｏａｎ）的影响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ｔ值为２．０５３）。这表明技术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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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所经营企业在短期内有着更多的银行融资负债，与预期一致。

表８　经济后果检验

因变量 净利润率（ＲＯＳ） 对外投资额（Ｅｉｎ） 银行融资负债额（Ｌｏａｎ）

模型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３）
Ｔｏｂｉｔ

（４）
Ｔｏｂｉｔ

（５）
Ｔｏｂｉｔ

（６）
Ｔｏｂｉｔ

ＲＤＴＥ
－０．１１９ ０．８８８ ０．１１７

（－１．８９５） （２．５４８） （２．０５３）

ＲＤ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５ ０．７７９ ０．６４６ ０．２４６ ０．２２６

（３．５５９） （３．９０６） （５．７５７） （４．３５７） （９．５８３） （８．２４４）

Ｔ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６３５ －３．６１１ －０．２６３ －０．４８０

（－１．０９７） （－０．１１１） （－０．８３４） （－２．３９４） （－１．９８３） （－２．７１０）

Ｍａｌｅ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４２７ ０．４０３ ０．６４９ ０．６４７

（－１．０６０） （－１．０６４） （０．４０８） （０．３８６） （４．１１０） （４．０９０）

Ａｇｅ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６７４ ０．６８４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５

（－３．８８７） （－３．８６１） （０．３６５） （０．３７０） （－０．７８６） （－０．７８４）

Ｅｄ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８４８ ０．８３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２

（－３．２２４） （－３．２１６） （２．８８４） （２．８２６） （－１．４５８） （－１．４９４）

Ｓｏｃ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３４７ ０．３６０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１

（２．７１１） （２．７１８） （１．８３０） （１．９０２） （６．４２３） （６．４４７）

ＰＥＢＥ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７２７ ０．７２８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７

（２．５１５） （２．５２８） （１．５５２） （１．５６０） （２．２８２） （２．２９４）

ＰＩ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４９ ０．７４５ ０．４３４ ０．４３５

（１．０１８） （０．９７９） （２．９４１） （２．９２７） （９．９６３） （９．９７７）

ＥＭ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１．４２８ １．４１９ １．３２２ １．３２３

（－１．４０１） （－１．４１２） （５．１５４） （５．１４８） （３０．７８８） （３０．８０９）

ＢＡｇｅ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５１２ ０．４７８ ０．５９６ ０．５９４

（１．４０３） （１．３８１） （０．８５１） （０．７９５） （６．０８４） （６．０６７）

Ｆｏ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９２３ ０．９４０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３

（－６．５６８） （－６．６１８） （３．２４７） （３．３１７） （４．１８０） （４．１９３）

Ｏ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７５０ －０．７８７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１

（－２．２５６） （－２．２２７） （－０．９６４） （－１．０１５） （１．９０２） （１．８８９）

Ｍａ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５８ ０．３４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３６４） （－０．３４５） （０．５７１） （０．５５３） （０．２４９） （０．２３６）

＿ｃｏｎｓ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３ －４０．０９４ －３９．４９４ －８．９３９ －８．９０１

（５．３７３） （５．３２８） （－４．６８３） （－４．６２８） （－６．２９５） （－６．２６９）

Ｒｅｇ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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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因变量 净利润率（ＲＯＳ） 对外投资额（Ｅｉｎ） 银行融资负债额（Ｌｏａｎ）

模型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３）
Ｔｏｂｉｔ

（４）
Ｔｏｂｉｔ

（５）
Ｔｏｂｉｔ

（６）
Ｔｏｂｉｔ

Ｎ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１２６１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３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 ｔ值，、和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七、结论与启示

自２００６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着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
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以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强调了加快创新步伐的重要意义，提出“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放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随着创新实力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潜力不容小觑。２０１６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
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中国大陆位居第２５位，而２０２１年上升至第１６位。然而，同样不容
忽视的是，中国企业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仍很薄弱，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技术差

距，被认为是制约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而私营企业作为创新的重要战场，它起步

晚，基础差，但发展速度快，几乎贡献了７０％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①。本文实证检验所用的调查数据库

正是聚焦于私营企业，探究具备什么样特征的私营企业创业者更意愿于企业创新，具有更普适性的意

义。本文的研究发现，技术型创业者更倾向于企业创新，即使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

健性测试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在所属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企业家受教育水平越高，以及企业资

源禀赋越丰裕的地区，上述关系均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研究还显示，短期内技术型创业者的企业

经营业绩要显著低于非技术型创业者，但其企业投资和企业融资负债却显著高于非技术型创业者。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企业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在公司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优势。本文的研究表明，技术型创

业者所淬炼出的更多创新能力、所熏染出的更多创新思维，以及所铸就出的更多创新精神，使得其更

有动机进行企业创新。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
案》，明确指出“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因此要做好以下三项工作：第一，

完善企业高层聘任标准，加大对技术型高管的引进，充分发挥技术型高管由智库效应所带来的创新驱

动作用；第二，通过一定的股权激励等措施，鼓励企业内部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新的治理力量，为企业创

新活动提供更多的专家信息与监督力量；第三，鼓励现有非技术型高管主动进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和

业务知识的学习，促进整个高管团队形成支持企业创新的良好氛围。

其次，企业要有效营造尊重工匠的文化氛围。本文的研究表明，技术型创业者依靠内生成长的创

新思维和创新精神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具有比传统的基于外部的薪酬契约、股权激

励等激励机制（Ｅｄｅｒｅｒ和Ｍａｎｓｏ，２０１３；田轩等，２０１８）［５５～５６］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技能成才，技能报国”。因

此，第一，提高一线技工的地位和话语权，使执着专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成

为企业员工心中“想成为的人”；第二，重视企业员工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的培育，使工匠精神成为人

人心之向往的价值追求和劳动情怀；第三，多渠道促进企业员工业务技能的再提升，造就积极主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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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又能够解决问题的专一行、精一行的高技能工匠人才。

最后，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创新的制度性支持。本文的研究表明，当所属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

时，技术型创业者越有意愿进行企业创新。因此，地方政府要继续按照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大

力推行“人力资本、技术专利等要素进入企业股权结构，按各自贡献参与收益分配”制度的贯彻落实，

并在法律上予以保护；积极鼓励科技人员领办、创办企业；规范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

争；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的科技合作，为科技经济的一体化牵线搭桥等。同时，本文的研究亦表明，技

术型创业者在进行企业创新后，并无出色的短期经营业绩表现，并且由于业务拓展需要，其对外投资

额和融资负债额可能均存在较大资金缺口，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支持之手”的作用，通过实施更加精

准的税收优惠和银行信贷政策，支持技术型创业者发挥创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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