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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异质性企业的门限回归

张幸 1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否有益于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

点话题之一。基于 2003-2014 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

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 生产率效应 ” 因企业要素密

集度异质性而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全球价值链参

与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

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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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GVC），实现出口规模的急剧扩张是

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这种依赖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出口为主导的对外

贸易模式使中国的外贸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市场的冲击，如 2008 年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出口出口同比

下降 18.29%，是 1978 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1]。转变企业出口模式，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出口产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换，是当下中国对外贸易亟

待解决的问题，而在这其中，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已有研究表明，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自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改进，而企业技术创新又主要依托于

企业自主创新和外部技术的引入。随着国际社会分工的深入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发密切，

一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正愈发受到全球经济贸易的深刻影响。根据 WTO（2014）的报告，中国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制造业出口国，是新世纪以来价值链参与度提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另外，国内学者吕越等（2015）测算表明，2008 年中国的 GVC 参与度较之于 1995 年增长了约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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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 50% 左右，以上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参与 GVC 水平不断加深 [2]。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水

平的日益提高，国内学者以全球价值链参与为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

国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到底如何影响

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或抑制？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会因

为企业异质性而存在差异化？本文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回答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分工所带来的

“生产率效应”，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有所裨益。

二、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价值链问题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研究的对象，基于 GVC 影响全要素生

产率的文献亦日益增多。Kelly（2004）研究认为，在国际分工背景下，企业参与 GVC 可以更好地

从国际市场获得质量相对更高、价格相对更低且种类相对更多的中间产品，从而可以有效降低企

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 [3]。Baldwin ＆ Yan（2014）基于加拿大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

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探究了企业参与 GVC 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较之于与低收入国家的贸

易往来，与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往来，可以使企业更好利用市场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自身

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4]。Girma 等（2004）利用英国化学、电子以及机械三个行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

证分析 , 发现企业参与 GVC 无论对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5]。

国内学者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研究了中国参与 GVC 进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张少

军和刘志彪（2013）基于 1999-2012 年中国 27 个行业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价值链对各

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贸易是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外溢的重要途径，参与价值链可

以提升本土内资企业的生产率 [6]。刘维林等（2014）使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测算了 GVC 嵌入度，

并结合 2001-2010 年行业层面的中国制造业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

提高生产产品技术复杂度 [7]。王玉燕（2014）首先利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测算了 1992-2012

年中国工业行业 GVC 参与度，然后实证分析了 GVC 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 GVC 参与

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 U 型”关系 [8]。随着微观数据的

可获得性，部分学者开始利用微观企业数据检验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孙学敏

和王杰（2016）利用 2000-2006 年中国海关和工业企业合并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参与

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 [9]。吕越等（2017）分别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考察了 GVC

嵌入的生产率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参与 GVC 有效提高了自身生产率，且呈现“倒 U 型”关系；

与此同时，GVC 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因企业异质性而表现出显著差异 [10]。潘闽等（2019）基于中国

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 GVC 嵌入与产业集聚的相互关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全球价值

链嵌入和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主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全球价值链参与对技术创新具有正

向促进作用 [11]。谢会强等（2018）实证分析了 GVC 嵌入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

显示两者之间呈“U 型之前”关系，实现中国制造业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升级，提高 GVC 嵌入

地位是有效提高碳生产率的关键 [12]。王欠欠和夏杰长（2019）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

系出发，研究认为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升制造业生产率 [1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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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从行业、企业层面考察全球价值链参与，余泳泽等（2019）从城市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参与，

并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

参与程度会显著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影响效果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性 [14]。

纵观已有文献，尽管近些年来探讨参与全球价值链对生产率影响的文献逐渐增多，但总体依

然相对较少，且其中多数研究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展开，纵使部分文献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

了研究，然而其数据来源年代也比较久远，很难反映当今面貌。除此之外，虽有文献考察了企业

异质性条件下，GVC 嵌入对生产率的影响，但多是从对外贸易类型和企业所有制展开，鲜有从微

观企业要素密集度这一视角考察异质性 GVC 嵌入对生产率的影响变化。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

基础上，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有别于既有文献使用的 2000-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基于 2003-2014 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匹配

数据，测算了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 GVC 参与度，时间跨度相对更长，数据相对更新；第二，

有别于已有研究运用简单线性模型研究 GVC 参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运用非线性模

型——门限模型考察存在要素密集度异质性情况下，企业参与 GVC 对生产率的影响，为研究微观

企业异质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理论机制阐释

基于既有研究和中国发展实践，中国企业参与 GVC 的主要通过进出口、联合研发以及海外

投资或并购等行为，因而中国企业参与 GVC 亦主要通过这些方式获得“生产率效应”。同发达国

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达国家作为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

其通常掌握着科学技术的至高层，中国企业在与该类国家的贸易往来中，无论是进口行为还是出

口行为，都可以或多或少通过“学习效应”企业自身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生产率提高。除了进出

口贸易行为之外，中国企业与国外组织的研发合作以及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业务都可以有效促进

企业的研发效率和技术水平，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孙学敏和王杰，2016）[9]。在获得先进国家

“技术外溢”的同时，中国企业参与 GVC 还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市场，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加之

企业通过 GVC 可以更有效获得优质中间产品，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然而，需

要指出的是，作为技术创新的前沿地，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对高端技术的垄断致使国内企业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只能从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活动。国内企业对国外高技术中间

产品的过度依赖，易使企业自身被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Humphrey ＆ Schmitz，2002），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率 [15]。

在国家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融入过程中，国内企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学习效应”来

获得企业自身“生产率效应”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外来技术获得的难易程度，或者说引入成本，还

有赖于企业自身对先进技术引入后的消化、吸收乃至更高层次的创新水平。而不同企业由于自身

特点、实力以及所处环境存在差异性，因而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

要素密集度是区分企业性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按企业要素密集度不同可把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

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劳动

密集型企业往往拥有较少资本总量，更多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低端制造业的或者低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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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环节的工业生产，且大多数以加工贸易为主，并不能真正参与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

由于缺乏雄厚的资本支撑，加之高技术国家对处于价值链低端企业的技术垄断，致使该类企业参

与 GVC 对自身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甚至起到一定抑制效应。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

该类企业往往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且一般生产技术复杂度相对更高的产品，具有较高的研发能力，

这对企业参与 GVC 识别可利用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乃至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研发基础，因

而可以更好利用 GVC 获得生产率提升。

故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率效应”可能因企业要素密集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影响。

四、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与测度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 2。本文对数

据库匹配的处理方法借鉴了张杰（2013）[16]、吕越（2015）[2]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

进出口数据合并的相关研究，在经过企业名称、企业法人匹配并经过邮政编码和企业电话的进一

步匹配调整后，剔除缺失值和匹配不合理的数据，最终整理了 106 个制造业上市公司 2003-2014

年共 12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共 1272 个有效样本。

（二）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

目前学术界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索洛残差法、LP、OP、DEA 等方法，而大多数

学者采用 LP 以及 OP 方法测算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连玉君和鲁晓东，2012）[17]。需要注意

的是，利用 OP 方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控制企业是否进入或退出，这里参考杨汝岱

（2015）[18] 的处理思路，用公司股权、业务等是否发生实质转移作为替代指标，主要是根据企业

证券代码从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查询所得。

（三）核心解释变量：GVC 地位指数

目前学术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主要基于 Koopman（2012）提出的 GVC 指数 [19]，

其基本思路是基于非竞争投入产出表分解产出的国内附加值率（DVAR）和国外附加值率（FVAR），

进而测算价值链地位指数如下：

传统 HIY、KWW 等方法在测度价值链 GVC 指数时由于受制于现有投入产出表的宏观性，难

以用在微观异质性企业的价值链测度层面。考虑到下文实证研究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整理了

Upward（2013）[20]、张杰（2013）[16]、吕越（2015）[2] 等基于异质性企业微观数据对国外附加值率

FVAR 指数的测算方法，基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算了

2003—2014 年中国 106 个上市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首先，假定加工贸易进口值全部转移到出口商品中去，一般贸易进口商品以相同比例转移到

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和国内销售产品上，中国微观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2　 由于可获得的中国海关数据披露到 2014 年，所以本文使用 2003-2014 年的中国海关数据进行数据匹配。

   FVARDVARGVC  1ln1ln                  （1）            

传统 HIY、KWW 等方法在测度价值链 GVC 指数时由于受制于现有投入产

出表的宏观性，难以用在微观异质性企业的价值链测度层面。考虑到下文实证研

究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整理了 Upward（2013）[20]、张杰（2013）[16]、吕越

（2015）[2]等基于异质性企业微观数据对国外附加值率 FVAR 指数的测算方法，

基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算了 2003—

2014 年中国 106 个上市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首先，假定加工贸易进口值全部转移到出口商品中去，一般贸易进口商品以

相同比例转移到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和国内销售产品上，中国微观企业的全球价值

链嵌入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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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表示企业出口产品中所含的国外附加值成分； tX 表示企业总出口； gX

表示企业一般贸易出口； pM 表示企业加工贸易进口， gM 表示企业一般贸易进

口；D表示国内销售值。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企业进、出口值来自中国海关数据，

企业国内销售值等于总销售值减去企业出口值，这里我们用企业营业收入视为企

业国内销售值近似值。虽然企业的营业收入可能来自多个方面，但从不同类型收

入占比来看，制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占据了企业营业收入绝大部分，故本文用制

造业企业营业收入近似衡量企业销售收入。对于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国外增加值

大于企业总出口值，即 tf XV  时，本文假定 FVAR=1①。 

第二种测算方法在第一种测算的基础上，根据 BEC 编码和 HS 编码之间的

对应关系，识别进口产品中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份额，并予以剔除，一般贸易中间

产品进口 g
mM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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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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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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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三种测算方法在第二种测算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中间贸易商问题，

                                                             
① 将大于 1 的 FVAR 均设定为 1 是为了确保该算法处理下将企业出口额分解为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两 
部分，FVAR+DVAR=1，FVAR 与 DVAR 均为正的前提条件。 

（2）

   FVARDVARGVC  1ln1ln                  （1）            

传统 HIY、KWW 等方法在测度价值链 GVC 指数时由于受制于现有投入产

出表的宏观性，难以用在微观异质性企业的价值链测度层面。考虑到下文实证研

究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整理了 Upward（2013）[20]、张杰（2013）[16]、吕越

（2015）[2]等基于异质性企业微观数据对国外附加值率 FVAR 指数的测算方法，

基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算了 2003—

2014 年中国 106 个上市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首先，假定加工贸易进口值全部转移到出口商品中去，一般贸易进口商品以

相同比例转移到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和国内销售产品上，中国微观企业的全球价值

链嵌入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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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表示企业出口产品中所含的国外附加值成分； tX 表示企业总出口； gX

表示企业一般贸易出口； pM 表示企业加工贸易进口， gM 表示企业一般贸易进

口；D表示国内销售值。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企业进、出口值来自中国海关数据，

企业国内销售值等于总销售值减去企业出口值，这里我们用企业营业收入视为企

业国内销售值近似值。虽然企业的营业收入可能来自多个方面，但从不同类型收

入占比来看，制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占据了企业营业收入绝大部分，故本文用制

造业企业营业收入近似衡量企业销售收入。对于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国外增加值

大于企业总出口值，即 tf XV  时，本文假定 FVAR=1①。 

第二种测算方法在第一种测算的基础上，根据 BEC 编码和 HS 编码之间的

对应关系，识别进口产品中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份额，并予以剔除，一般贸易中间

产品进口 g
mM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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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三种测算方法在第二种测算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中间贸易商问题，

                                                             
① 将大于 1 的 FVAR 均设定为 1 是为了确保该算法处理下将企业出口额分解为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两 
部分，FVAR+DVAR=1，FVAR 与 DVAR 均为正的前提条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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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V 表示企业出口产品中所含的国外附加值成分； tX 表示企业总出口； gX 表示企业一般贸易

出口； pM 表示企业加工贸易进口， gM 表示企业一般贸易进口；D 表示国内销售值。在实际计算过

程中，企业进、出口值来自中国海关数据，企业国内销售值等于总销售值减去企业出口值，这里

我们用企业营业收入视为企业国内销售值近似值。虽然企业的营业收入可能来自多个方面，但从

不同类型收入占比来看，制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占据了企业营业收入绝大部分，故本文用制造业

企业营业收入近似衡量企业销售收入。对于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国外增加值大于企业总出口值，

即 tf XV ≥ 时，本文假定 FVAR=13。

第二种测算方法在第一种测算的基础上，根据 BEC 编码和 HS 编码之间的对应关系，识别进

口产品中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份额，并予以剔除，一般贸易中间产品进口 g
mM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第三种测算方法在第二种测算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中间贸易商问题，在处理中间贸易

商问题上，具体参考张杰（2013）[16] 的做法，确定企业真实的进出口，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出口产品国外附加值率和国外附加值率之和为 1，因而， FVARDVAR −=1 （诸竹君，

2018）[21]，所以把 FVAR1、FVAR2 和 FVAR3 分别带入式（1）得 GVC1、GVC2 和 GVC3。

（四）门限变量：要素密集度

已有研究对企业要素密集度的识别多是从企业所属行业的角度进行，譬如，按照传统观点，

制造业中纺织业被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若企业从事纺织生产则其就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然而，

这种“一刀切”的划分方法并不能准确识别企业的要素密集度。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

进步和生产工艺的创新，部分纺织企业已出现了“无人车间”等高度自动化生产模式，如再基于

传统观点，把其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免有失偏颇。考虑到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密集型

企业转变的过程是劳动相对减少、资本相对增加的过程，因而，本文利用人均资本作为要素密集

度的代理变量，具体为企业当期固定资产净值比与企业当期从业人员总数的比值，并进行对数化

处理。

（五）回归变量的测度说明

除前述价值链地位的测算外，回归方程还包括企业规模、年龄等其他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

产生影响的解释变量。根据已有研究微观企业层面的文献，本文引入了企业规模（ASSET）、企

业年龄（AGE）、现金流比率（CFR）、财务费用率（FCR）以及资产负债率（LEV）等作为本

文的控制变量指标，与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核心解释变量价值链参与度（GVC1、

GVC2、GVC3）共同组成本次回归数据。在前文处理数据的基础上，最终得到 2003-2014 年中国

106 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

相关数据源自《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通过各企业的
3　 将大于 1 的 FVAR 均设定为 1 是为了确保该算法处理下将企业出口额分解为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两部分，
FVAR+DVAR=1，FVAR 与 DVAR 均为正的前提条件。

在处理中间贸易商问题上，具体参考张杰（2013）[16]的做法，确定企业真实的进

出口，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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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口产品国外附加值率和国外附加值率之和为 1 ，因而，

FVARDVAR 1 （诸竹君，2018）[21]，所以把 1FVAR 、 2FVAR 和 3FVAR 分别带

入式（1）得 1GVC 、 2GVC 和 3GVC 。 

（四）门限变量：要素密集度 

已有研究对企业要素密集度的识别多是从企业所属行业的角度进行，譬如，

按照传统观点，制造业中纺织业被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若企业从事纺织生产

则其就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然而，这种“一刀切”的划分方法并不能准确识别

企业的要素密集度。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工艺的创新，部

分纺织企业已出现了“无人车间”等高度自动化生产模式，如再基于传统观点，

把其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免有失偏颇。考虑到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密

集型企业转变的过程是劳动相对减少、资本相对增加的过程，因而，本文利用人

均资本作为要素密集度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方法为企业当期固定资产净值比上

企业当期从业人员总数，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五）回归变量的测度说明 

除前述价值链地位的测算外，回归方程还包括企业规模、年龄等其他可能对

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解释变量。根据已有研究微观企业层面的文献，本文引

入了企业规模（ASSET）、企业年龄（AGE）、现金流比率（CFR）、财务费用率

（FCR）以及资产负债率（LEV）等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指标，与被解释变量全

要素生产率（TFP），核心解释变量价值链参与度（GVC1、GVC2、GVC3）共同

组成本次回归数据。在前文处理数据的基础上，最终得到 2003-2014 年中国 106

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 

相关数据源自《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通过各企业的证券代码将 CSMAR 数据库中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等相匹配，在前文测算的基础上，整理变量说明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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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VARDVARGVC  1ln1ln                  （1）            

传统 HIY、KWW 等方法在测度价值链 GVC 指数时由于受制于现有投入产

出表的宏观性，难以用在微观异质性企业的价值链测度层面。考虑到下文实证研

究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整理了 Upward（2013）[20]、张杰（2013）[16]、吕越

（2015）[2]等基于异质性企业微观数据对国外附加值率 FVAR 指数的测算方法，

基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算了 2003—

2014 年中国 106 个上市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首先，假定加工贸易进口值全部转移到出口商品中去，一般贸易进口商品以

相同比例转移到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和国内销售产品上，中国微观企业的全球价值

链嵌入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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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表示企业出口产品中所含的国外附加值成分； tX 表示企业总出口； gX

表示企业一般贸易出口； pM 表示企业加工贸易进口， gM 表示企业一般贸易进

口；D表示国内销售值。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企业进、出口值来自中国海关数据，

企业国内销售值等于总销售值减去企业出口值，这里我们用企业营业收入视为企

业国内销售值近似值。虽然企业的营业收入可能来自多个方面，但从不同类型收

入占比来看，制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占据了企业营业收入绝大部分，故本文用制

造业企业营业收入近似衡量企业销售收入。对于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国外增加值

大于企业总出口值，即 tf XV  时，本文假定 FVAR=1①。 

第二种测算方法在第一种测算的基础上，根据 BEC 编码和 HS 编码之间的

对应关系，识别进口产品中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份额，并予以剔除，一般贸易中间

产品进口 g
mM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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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测算方法在第二种测算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中间贸易商问题，

                                                             
① 将大于 1 的 FVAR 均设定为 1 是为了确保该算法处理下将企业出口额分解为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两 
部分，FVAR+DVAR=1，FVAR 与 DVAR 均为正的前提条件。 

（3）

张幸：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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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将 CSMAR 数据库中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相匹配，在前文

测算的基础上，整理变量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1  回归变量的测度说明

回归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数量来源

TFP_OP
以 OP 方法测算的

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TFP_LP
以 LP 方法测算的

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GVC1 价值链地位 1 基于贸易类型区分下的 GVC 测算

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
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GVC2 价值链地位 2 基于 BEC 产品分类下的 GVC 测算

GVC3 价值链地位 3 考虑中间贸易代理商下的 GVC 测算

AGE 企业年龄 实际年龄取对数

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ASSET 企业规模 固定资产取对数

CFR 现金流比率 期末货币资金 / 总资产

FCR 财务费用率 财务费用 / 主营业务收入

LEV 资产负债率 负债合计 / 有形资产

WAGE 工资 人均工资取对数

lnkl 企业要素密集度 （企业固定资产 / 企业从业人数）取对数 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注：测度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产出、收益等相关指标，均经以 2002 年为基期的产业出厂价格指数平减；进出

口等价格统计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基于前述对相关指标的设计和测算，得到 2003—2014 年中国 106 家上市公司价值链参与度、

全要素生产率等面板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回归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回归变量 变量名称 AVG Std MAX MIN

TFP_OP OP 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2.632 0.288 3.938 1.798

TFP_LP LP 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3.206 0.305 4.655 2.350

GVC1 价值链地位 1 0.385 0.457 0.693 -0.693

GVC2 价值链地位 2 0.425 0.435 0.693 -0.693

GVC3
价值链地位 3 0.349 0.489 0.693 -0.693

AGE 企业年龄 2.337 0.463 3.135 0.019

ASSET 企业总资产 22.098 1.107 26.166 7.000

CFR 现金流比率 0.353 0.528 7.973 -6.500

FCR 财务费用率 0.013 0.011 0.104 -0.014

LEV 资产负债率 0.518 0.183 1.794 0.183

WAGE 平均工资 8.888 1.377 12.777 3.587

lnkl 企业要素密集度 12.586 0.906 10.312 1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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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前文理论分析认为，GVC 嵌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会受因企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

而表现出差异化，而传统的线性面板回归模型假定解释变量之间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故无法有效识别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而本文利用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模型研究要素密集度

异质性条件下，企业 GVC 嵌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变化。基于 Mehmet C.（2004）[22] 等对

潜在阀值模型的研究，本文以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阀值判定企业要素门限，设要素密集度水平在

和 区域内，GVC 参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故而设置

虚拟变量 Tit 为：

基于以上分析，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为被解释变量，以 GVC 地位指数（GVC）为被

解释变量、以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ASSET）、企业现金流比率（CFR）、企业资产负债

率（LEV）、企业财务费用率（FCR）作为控制变量，以企业要素密集度（KL）作为门限变量设

计本文的实证计量模型为：

（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实证检验之间，为确认计量回归过程中不存在由于面板数据不平稳而引致的“伪回归”问题，

首先对前述 2003—2014 年中国 106 个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了 LLC、Breitung、Fisher 以及 LM

的平稳性检验，通过引入趋势项、滞后项以及消除组间差异等方法，得到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下表 3 所示 .

表 3  回归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回归变量 LLC 检验 Breitung 检验 Fisher 检验 LM 检验

TFP_OP -11.3584*** -7.4895*** 27.0737*** 17.8646***

TFP_LP -11.8697*** -6.6128*** 23.4654*** 17.9791***

GVC1 -30.6451*** -9.2338*** 29.3231*** 14.9834***

GVC2 -34.3232*** -7.0922*** 26.3406*** 14.7556***

GVC3 -30.4197*** -6.8097*** 28.5727*** 17.0885***

AGE -57.9776*** -14.7164*** 360.7965*** 62.1018***

ASSET -11.1822*** -2.3017** 3.2844*** 58.1247 ***

CFR -7.5339*** -5.8775*** 12.9610*** 5.7171***

FCR -32.1604*** -4.8657*** 6.2668*** 26.4944***

LEV -8.9984*** -2.1877** 3.9363*** 35.1285***

Lnkl -5.0975*** -2.4164*** 515.4468*** 28.2603***

WAGE -2.5459*** -2.6467*** 268.7556*** 54.3233***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前文理论分析认为，GVC 嵌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会受因企业

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而表现出差异化，而传统的线性面板回归模型假定解释变量之

间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故无法有效识别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

而本文利用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模型研究要素密集度异质性条件下，企业 GVC

嵌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变化。基于 Mehmet C.（2004）[22]等对潜在阀值

模型的研究，本文以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阀值判定企业要素门限，设要素密集度

水平在 KLln 和 KLln 区域内，GVC 参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

显著差异，故而设置虚拟变量 tiT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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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为被解释变量，以 GVC 地位

指数（GVC）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ASSET）、企业现

金流比率（CFR）、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财务费用率（FCR）作为控制

变量，以企业要素密集度（KL）作为门限变量设计本文的实证计量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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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实证检验之间，为确认计量回归过程中不存在由于面板数据不平稳而引致的

“伪回归”问题，首先对前述 2003—2014 年中国 106 个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

行了 LLC、Breitung、Fisher 以及 LM 的平稳性检验，通过引入趋势项、滞后项

以及消除组间差异等方法，得到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回归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回归变量 LLC 检验 Breitung 检验 Fisher 检验 LM 检验 

TFP_OP -11.3584*** -7.4895*** 27.0737*** 17.8646*** 

TFP_LP -11.8697*** -6.6128*** 23.4654*** 17.9791*** 

GVC1 -30.6451*** -9.2338*** 29.3231*** 14.9834*** 

GVC2 -34.3232*** -7.0922*** 26.3406*** 14.7556*** 

GVC3 -30.4197*** -6.8097*** 28.5727*** 17.0885*** 

（7）

( ) jjtitiititiiti ZGVCTGVCTTFP *
,,

'
,,, 1 βββ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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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表明，所有回归变量均通过 1% 或 5% 显著水平下的平稳性检验，可接受不存在“伪

回归”的原假设。

（三）要素密集度门限下价值链地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表 4、表 5 分别汇报了各解释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及显著水平如 Indep 行所示，

并汇报了门限值的相关统计性描述如 Sta 行所示，以及面板门限回归整体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

Test 行所示。结合两表共计 12 个回归的结果可知，价值链参与度在要素门限前后对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逐步引入其他解释变量为控制变量并未在实质上改变回归结果，可

以认为回归结果较为稳健。且对各项回归显著水平和整体稳健性的 F 值、LR-Critical 值以及 Wald

检验结果均表明计量结果非常稳健，回归系数整体显著。

由上表 4 和 5 可以看出，价值链地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在要素密集度门限前后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门限将样本划分为 1056 和 216 两个部分，门限值为 13.4496。在要素门限值之上，

价值链地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通过 1% 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非劳动

密集型企业价值链地位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这在前文理论机制

中也已经说明，在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等方式获得先

进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利用自身资本优势和研发优势可以

更好消化、吸收甚至在原来基础上进步一创新技术，从而更有效把外部技术内化为自身生产，提

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在参与全球生产中，企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本就是企业国内附加值

提高的直接表现，而国内附加值提高表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更灵活选择国外国内中间品产商，

避免陷入对外来中间品的依赖，是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这一结果正是对理

论假说的佐证。

而当要素密集度在门限值之下时，从表 4 和 5 报告的回归结果来看，价值链地位系数均为负，

但除了方程①，在其余②③④⑤⑥五个回归方程中，系数均未通过 10% 显著性水平检验，且显著

性呈逐渐降低态势，这表明企业价值链地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整体呈现负相关或弱相关

性。换而言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已经渐渐不再依赖于价值链地位的攀升，甚至是

价值链的过度攀升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

从对外贸易类型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为加工贸易企业，受制于加工贸易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存

在的被动性，该类企业通常只能从事简单的组装、加工活动活动，而没有形成自主的生产与设计

制造能力，极有可能会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另一方面，以加工贸易为正的劳动

密集型企业由于从事低附加值生产，在全球价值链中仅能获得微薄的边际利润，无法有效支撑企

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推动自主技术创新，从而无法形成良好的企业生产率推动效应，且长期以往

的低端嵌入甚至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作用。而当要素密集度穿过门限后，价值链地位对

企业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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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逐步门限回归结果 1

Dep
TFP_LP

① ② ③
down up down Up Down up

Indep

GVC3
-0.0378**

（-2.0506）
0.1007*** 
(3.2000)

-0.0209 
(-1.2888)

0.1157*** 
(3.7456)

-0.0181 
(-0.9873)

 0.1171***
(3.7891)

AGE 0.1137***
(7.0855)

0.0923***
(4.0609)

ASSET 0.0219 
(1.3292)

CFR
FCR
LEV

Sta

门限值
Lnkl

13.4496 13.4496 13.4496
AVG 12.2648 14.0731 12.2648 14.0731 12.2648 14.0731

Std 0.6538 0.4679 0.6538 0.4679 0.6538 0.4679

MAX 13.4464 15.4078 13.4464 15.4078 13.4464 15.4078

MIN 7.8600 13.4496  7.8600 13.4496  7.8600 13.4496  

Count 1056 216 1056 216 1056 216

Test
F-Value 17.0219 17.2671 16.8908  

LR-Critical Value 7.3523 7.3523  7.3523

Wald 0.0000*** 0.0000*** 0.0000***

表 5  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逐步门限回归结果 2

Dep
TFP_LP

④ ⑤ ⑥
down up down Up Down up

Indep

GVC3
-0.0155

（-0.8450）
0.1185*** 
(3.8391)

-0.0156 
(-0.8577)

0.1247*** 
(4.0798)

-0.0127 
(-0.69421)

 0.1270***
(4.1571)

AGE 0.0872***
(3.8171)

0.1076***
(4.6902)

0.1109*** 
(5.5791)

ASSET 0.0255
(1.5356)

0.0175 
(1.0594)

0.0123 
(0.7358)

CFR 0.0252*
(1.9157)

0.0304**
(2.3291)

0.0308**
(2.3663)

FCR -4.5553***
(-5.1716)

-5.3196***
(-5.4098)

LEV 0.1177*
(1.7423)

Sta

门限值
Lnkl

13.4496 13.4496  9.8511
AVG 12.2648 14.0731 12.2648 14.0731 12.2648 14.0731
Std 0.6538 0.4679 0.6538 0.4679 0.6538 0.4679

MAX 13.4464 15.4078 13.4464 15.4078 13.4464 15.4078
MIN 7.8600 13.4496  7.8600 13.4496  7.8600 13.4496  
Count 1056 216 1056 216 1056 216

Test
F-Value 16.6390 18.5957 18.4811  

LR-Critical Value 7.3523 7.3523  7.3523
Wald 0.0000*** 0.0000*** 0.0000***

在方程①的基础上，将全部解释变量逐步引入计量方程，回归结果如方程②③④⑤⑥所示，

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主要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要素门限值以及要素门

限上下样本划分数量并未有明显变化，这表明中国大多数企业的人均资本水平处于门限值之下，

张幸：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71

2019 年第 1 期

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与中国多从事加工贸易出口活动的现实情况相符合，由于生产活动的

特点和企业自身的实力水平，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对这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没有明显作用。

较之于要素门限之下的企业，位于要素门限之上的企业从数量上看约占总样本数的四分之一，且

较为稳定，从具体影响结果来看，全球价值链定位的提升对该类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

正向促进作用，显著异于要素门限之下的企业，由于此类企业可以归入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范畴内，

这一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因企业要素密集度异质

性而存在差异。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年龄（AGE）在五个回归方程中系数均为正，且在 99% 的

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企业年龄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促进作用。造成上述现象的可能

的原因是企业的生存年龄往往影射着企业的经营能力、产品质量、行业地位等，企业生存年龄愈长，

通常表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具有良好的表现，社会信誉度更高，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民

间资本的进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企业规模在四个回归方程中系数为正，

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规模并未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一个

可能的解释是企业规模的扩大在提升企业地位和知名度的同时，可能因企业规模的过于庞大增大

企业内部管理和协调之间的难度，即增加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尤其对上市公司而言，公司规模远

大于一般的企业，公司内部管理、协调面临着更多风险与挑战，公司内部交易成本的增加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有可能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严重阻碍作用。从企业

其他的财务指标数据来看，现金流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显著为正，这表明企

业偿债能力、资本投入以及融资约束等都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此外，财务费用率对

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在生产中的沉淀资金较多且资金收回时间较长，容易增加

企业生产成本负担。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实前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借助工具变量的方法，基于指标测度部分中对企业

价值链嵌入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 GVC1、GVC2、GVC3 指数，以及其他方法测算得到的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并通过替换门限变量，对前文的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要

素门限变量的替换上，本文利用企业人均工资水平作为企业要素密集度的代理指标，主要原因有

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从生产要素的使用份额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劳动的份额高于资本密集

型企业和知识密集型企业（这本就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划分的标准），该

类企业往往拥有相对较多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事简单的经济生产活动，生产

附加值低，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较低，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从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经济

生产活动，劳动力素质要求也相对较高，因而企业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不仅体现了不同企业中劳

动者数量的使用情况，还能反映出劳动者素质以及行业附加值等特点，进而对企业要素性质进行

判别。一般而言，人均工资水平越低，企业越接近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反之则反是。有关上市公

司人均工资水平的测算具体参考肖文和薛天航（2018）[23] 的处理方法。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

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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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

Dep
TFP_LP

核心解释变量为 GVC1 核心解释变量为 GVC2 核心解释变量为 GVC3

down up down up Down up

Indep

GVC -0.0138
（-0.7274）

0.1173*** 
(4.3403)

-0.0086 
(-0.4352)

0.1131***
(4.2443)

-0.0202 
(-1.0966)

0.1202***
(4.4846)

AGE 0.0973***
(4.2140)

0.0982***
(4.2443)

0.0967***
(4.1914)

ASSET 0.0204 
(1.2163)

0.0192 
(0.2505)

0.0203 
(1.2134)

CFR 0.0293**
(2.2485)

0.0288 **
(2.2084)

0.0288**
(2.2167)

FCR -5.0209 ***
(-5.1161)

-5.0661***
(-5.1536)

-5.0226***
(-5.1190)

LEV 0.1136*
(1.6854)

0.1151*
(1.7079)

0.1150*
(1.7063)

Sta

门限值
WAGE

9.8511  9.8511  9.8511
AVG 8.3709 10.5430 8.3709 10.5430 8.3709 10.5430
Std 1.1153 0.6184 1.1153 0.6184 1.1153 0.6184

MAX 9.8494 12.7774 9.8494 12.7774 9.8494 12.7774
MIN 3.5868 9.8511  3.5868 9.8511 3.5868 9.8511
Count 969 303 969 303 969 303

Test
F-Value 20.5360 18.2905 24.2283

LR-Critical Value 7.3523  7.3523 7.3523
Wald 0.0000*** 0.0000*** 0.0000***

由表 6 的回归结果可见，替换门限变量、核心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对回归结果无实质

影响，上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自中国依托低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借助改革开放之东风，成功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

链以来，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早已不言而喻。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

则表现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是这一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其自身全要素生产

率影响的基础上，基于 2003—2014 年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106 家制造业上

市公司的匹配面板数据，测算了衡量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 GVC 指数，并借助面板门限回归方法，

以企业要素密集度为门限变量，重点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上市公司生产率在门限前后的作用

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以不同 GVC 指数测算方法、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度

衡量指标情况下，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的改善效应显著地存在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而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甚至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从

要素密集度门限划分的结果来看，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位于门限之下，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多为

劳动密集型企业，其出口产品以加工贸易产品为主，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自身生产率的提高并

不显著，这与中国长期依靠传统要素成本优势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实相符合。除此之外，企

业年龄、企业偿债能力、融资约束以及财务成本等因素亦会对入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演进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国际分工背景下，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张幸：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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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第一，从企业自身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出口企业应注重要以依靠劳动密集型

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一般贸易产品出口的延伸，逐步实现由价值链低端

嵌入到高端嵌入的演进，这样才能更好获得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第二，企业应当

注重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既需要机器设备等硬件的支撑，更

需要高素质人才对生产技术的熟练掌握和运用，企业应当注重自身研发投入，提高企业人力资本

水平，提高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对先进生产技术的消化吸收。第三，政府应当进一步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更好提升生产率。

当然，由于 GVC 参与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在微观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尚没有完善的理论

和实证框架，而且由于计量模型设计的局限性，并不能把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都纳入考

虑范围，加之 GVC 参与亦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概念和体系，难以用几个简单的量化指标完美诠释，

可能会导致实证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基于上述不足，未来研究拟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第一，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 GVC 参与的科学指标，进而全

面探究 GVC 参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影响；第二，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探究 GVC 参与的“生

产率效应”除受企业自身内部因素影响外，是否还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等。

（指导老师：任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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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and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Zhang 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   Whether enterprises participate in global value chain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i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academic research. Based on the 2003-2014 Cathay Pacific China listed company database and China Cus-

toms database matching data,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of micro-listed companies were 

measured, and the impact of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on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as empirically test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of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

ent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enterprise factor density. In particular, 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are more likely to obta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Levels of improvement, while labor-in-

tensive companies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have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isted companies; Threshold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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