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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充分发挥低工资和人口优势的基础上， 在渐进式市场化改

革和国际开放的步伐下， 中国经济历经了 ３０ 余年的高速增长， 但现在

却面对着工资快速上涨和劳动力不断减少的威胁。 于是， 将来的增长将

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 我们使用企业层面的专利申

请、 专利授权和专利引用数据， 评估了中国完成这种转型的可能性。 我

们发现， 主动融入国际市场与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是中国经济越

来越具有创造力的两个主导因素。 结果， 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在不断上

升， 表现为即使在控制单位出口产品价值的条件下， 中国出口产品相比

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都在稳步提升。 不过， 我们仍然发现了创

新领域资源错配的证据： 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大份额的创新补贴， 但私有

企业的创新能力更高。 如果这种资源错配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那么向

创新驱动的经济体转型的步伐可能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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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７％ 。 在这 ３５ 年间真

实人均收入累计增长比率高达 １７ ６ 倍， 即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７１４ 美元 ［以 ２０１１
年国际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 美元计价］ 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２７７ 美元 ［基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 （ＷＥＯ） 数据计算而来］。 除中国之外，
只有一个国家———赤道几内亚———在同时期有着相当的增长速度。

从 １９９０ 年以来的连续 ２５ 年中， 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

６％ 。 自 １９８０ 年 （ＷＥＯ 数据库的起始年份） 以后，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以那

种不间断的速度增长超过 ２０ 年， 更不用说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同时期， 仅

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以同等或更高的速度增长了 １０ ～ ２０ 年， 但这些增长

都不是连续的。 这些经济体是： 埃塞俄比亚 （１７ 年）， 赤道几内亚和朝鲜

（均为 １６ 年）， 阿尔巴尼亚和土库曼斯坦 （１５ 年）， 亚美尼亚 （１４ 年）， 爱

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１１ 年）， 以及阿根廷、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博茨瓦纳、 伊拉克、 摩尔多瓦、 塞舌尔、 新加坡、 斯里兰卡、 乌兹别克斯坦

和越南 （１０ 年）。 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极其壮观又极为罕见的。
这种罕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于低工资和有利的人口结构的组合。 另

外， 国内市场化制度性改革以及更大程度地开放贸易和外商投资也促进了经

济增长 （例如， 参考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当中国在 １９８０ 年拉开改革开放序

幕的时候， 其人均 ＧＤＰ 为 ７１４ 美元， 在 ＷＥＯ 数据库可得数据的 １３８ 个国家

中仅排到第 １３６ 位。 即使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的 ２００１ 年， 经历过长

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 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仍然要低于 ７７ 个国家。 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 （１５ ～ ６０ 岁） 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异乎寻常地

高， 部分原因是在 １９８０ 年后推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导致人口出生率

快速下降。 较低的工资水平、 大规模的劳动力大军、 有利的人口结构形成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和适婚年龄人群

的性别比例失衡， 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家精神和工人的努力程度， 拉高了经济

增长率 ２ 个百分点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然而， 自 ２０１１ 年以后， 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开始下降 （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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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 ３０ 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

１３２７７ 美元 （２０１１ 年国际购买力平价美元计价）， 但是以美元现价计量的平

均工资要高于世界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以外的绝大多数经济体。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十字路口。 ２０１４ 年以来经济增速已放缓

至 ６％ ～７％ ， 而且也很有可能会进一步调整。 虽然经济放缓部分是由于周

期性因素 （例如， 全球经济相对走弱）， 但工资上涨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等

结构性因素也是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来自其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和。 ２０１１

年以后， 中国的劳动力就开始减少 （Ｃａｉ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８）。 延长退休时间和

鼓励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政策转变， 充其量只能缓解劳动力的减少。 如

果劳动力人口的规模不变， 那么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放开， 将

会使得接下来 １５ 年中的人口抚养比率增加 （毕竟没有一对夫妇可以直接生

出 １６ 岁大的孩子） （Ｗｅｉ， ２０１５）。
中国面临的挑战常被政府和学者描述为可能掉入 “中等收入陷阱”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Ｍａ， ２０１６）。 “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ＭＩＴＨ） 认为， 只有在

极少数例外情况下， 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经过管理可以成功地成为一个高收

入国家， 原因是这些经济体面临着独特的、 具有挑战性的增长环境。 然而，
相比这种流行的假设， Ｈａｎ 和 Ｗｅｉ （２０１５） 使用转换矩阵分析和非常参数分

析 （通过回归实现） 方法， 发现无条件的 “中等收入陷阱” 假说并没有得

到支持， 但是他们的研究确实识别了在何种条件下经济增长更有可能会停滞

甚至倒退。
未来中国的增长需要更多来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投

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４３ ３％ ， 已经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很难期待靠更多的物质资本投资驱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事实上， Ｂａ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估计了投资回报率自 ２００８ 年以后就开始出现下降的迹象。
尽管如此，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以通过减少资源错配实现 （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 其中包括通过对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例如

国有企业 （ＳＯＥ） 的改革。 然而， 这种方式所能产生的潜在生产率增长也是

有限的。 未来改革的步伐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高歌猛进， 一方面是由于许多

容易取得的改革已经被推行， 另一方面是相比前几十年， 社会层面存在更大

的改革阻力 （即利益集团）。 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潜在来源， 就在于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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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新应用、 新设计和新的生产流程， 以及将这些创新转化为新的销售额或

降低成本。
本文研究了中国是否转型成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 具体来说， 我们研

究了三个问题。 首先，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到底有多少增长？ 我们从一个比

较分析的视角来回答这一问题， 并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 相比巴西、 俄罗

斯、 印度、 南非 （金砖国家经济体） 和韩国， 中国的创新力到底如何？ 印

度的人均收入不及中国， 但是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 而且像中国一样， 印度

的海外侨民在美国科技界、 学术界和精英首席执行官 （ＣＥＯ） 团体中都有

很强的影响力。 巴西、 俄罗斯和韩国比中国的人均收入更高。 特别是韩国，
早在中国之前就已经保持了长达 ２５ 年的增长奇迹。 韩国的产业包含了一大

批成功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企业， 例如三星和 ＬＧ， 而且它在很多方面都表现

出了中国渴望学习的发展模式。
通过使用在中国和在美国的企业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据， 我们将中国与

其他代表性国家进行了对比。 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ＳＩＰＯ）、 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我们

发现的证据是， 中国的创新性活动———以专利申请数、 专利授权数和专利引

用数的增长速度来表示———表现非常强，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
其次， 我们还是用专利数据来研究哪些因素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

快速增长。 特别地， 我们还研究这种增长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专利授权门槛相

比国际标准更低， 是不是因为政府对研发活动的补贴， 抑或是中国企业自身

在迎接工资成本上升的挑战时， 主动着手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
我们发现， 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是中国专利爆炸式

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驱动力。 面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 我们发现劳动密

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企业越来越具有创新性。 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后， 为

本国的出口商创造了更大的市场机会， 使得出口企业更能负担起研发投资的

成本， 从而刺激了创新性的活动。 我们将使用出口数据来研究， 在劳动力成

本超过越来越多竞争对手时， 中国企业是否已经将创新活动转化为产品质量

的提升和出口份额的增加。
最后， 因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是国有企业占比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研

究了在创新领域可能存在的资源错配问题。 我们发现， 尽管国有企业获得了

相对较多的政府补贴， 但是他们的创新效率却不如私有企业。 事实上，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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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相对补贴的弹性， 都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我们认为

这是一种公共资源的错配。 我们还发现有意思的是， 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面

临更高的实际税负。 为了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政策改革的方向之一也许是

应该同时减少国有企业的补贴和税收。
下一章， 我们为过去经济增长的源泉提供了一个概述。 第三章， 我们考

察了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 特别关注了专利数据。 第四章， 我们检验了创新

增长的来源———特别地， 考察了专利授权标准的可能变化、 市场的扩大、 补

贴和税收， 以及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 第五章， 我们做了一个补充性研究，
看在工资水平快速上涨的背景下， 中国产品出口质量是否有升级。 第六章，
我们研究了资源配置效率， 特别是政府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补贴及其对

企业创新的作用。 第七章， 是我们的结论。

二　 历史性增长的源泉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有两类因素共同驱动： （１） 市场化的政策

改革 （允许市场决定的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逐步替代行政性的价格， 和产

权的引入及逐步强化）， 以及对外开放的政策 （降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壁

垒）； （２） 经济基本面———有利的人口结构和较低的初始劳动力成本。 我们

在前文已经讨论了工资水平和人口结构的因素， 我们将简要概述那些让经济

基本面因素发挥作用的众多制度性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开始于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ＨＲＳ） 改革。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农民被赋予土地耕作的权利， 从

而他们可以自行决定生产决策。 在这种更强的激励下， 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有了巨大的增长 （Ｌｉｎ， １９９２）。 数百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 为非农部门提供了看起来无限的劳动供给。 在 １９８０ 年代， 中国的

劳动力成本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低的———比印度和菲律宾还要低。 大量低

工资劳动力确保了在后续 ３０ 年中国的增长模式可以建立在低成本生产的基

础之上。
１９８０ 年代， 在成功实施农村改革以后， 乡镇企业 （ＴＶＥｓ） 因为充足的

劳动力和日用品市场需求的上升而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乡镇企业大部分是那

些农村地区的制造业企业， 并且可以看作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障碍的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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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的次优反应； 乡镇企业在破除劳动力自由流动障碍之前， 为劳动力从农

村地区低生产率活动加速流向高生产率制造业提供了一个渠道。 因为它们是

次优的经济实体， 乡镇企业由于产权未得到清晰界定导致其自身也带来了相

应的扭曲。 到 １９９０ 年代， 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改革，
试图给企业家更多的激励， 大部分乡镇企业被私有化。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各级政府采取了 “抓大放小” 的政策， 即私有化小型国有企业和进一步发

展壮大大型国有企业 （Ｈｓｉｅｈ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改革实施之后， 乡镇企业的

就业人数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 ２９ 亿人大幅下降， 直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００ 万人； 国有

企业的就业人数， 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 １３ 亿人， 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７００ 万人。 国

有企业的数量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１０３６６５ 家 （占企业总数的 ２４％ ） 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４５３６７ 家 （占企业总数的 ３％ ） （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企业数

年份 年末企业数量（家） 私有占比（％ ） 国有占比（％ ） 外资占比（％ ）

１９９５ ４５９８６０４ ７１ ２４ ５

１９９６ ４９９７９３２ ７２ ２３ ５

１９９７ ５２９３１２５ ７２ ２２ ５

１９９８ ５５２６１７２ ７３ ２１ ５

１９９９ ５７１２９９７ ７４ ２１ ５

２０００ ５８７５７０６ ７６ １９ ５

２００１ ６０３２０５９ ７７ １８ ５

２００２ ６３５６８０１ ７９ １６ ５

２００３ ６８３１３６３ ８１ １４ ５

２００４ ７４００１７２ ８３ １２ ５

２００５ ７９８０９９１ ８５ １０ ５

２００６ ８５７２４７２ ８６ ９ ５

２００７ ８９６２２４６ ８７ ８ ５

２００８ ９４０５２８１ ８８ ７ ５

２００９ １０１３０７０５ ８９ ６ ５

２０１０ １１１５０２０１ ９０ ５ ５

２０１１ １２３５２６２７ ９１ ５ ４

２０１２ １３４３３２１３ ９２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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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年末企业数量（家） 私有占比（％ ） 国有占比（％ ） 外资占比（％ ）

２０１３ １５１８４６０２ ９３ 　 ３ ４

２０１４ １８１７８９２１ ９４ ３ ３

不同时期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６ ８ － ３ ５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１０ １１ － ５ ３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８ ９ － ４ ４

　 　 注： 笔者根据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计算得到。

在短期内， 改革是残酷的， 城市里数千万工人被迫从国有企业下岗。 然

而， 整个国家竟然避免了失业率的大幅飙升。 关键原因在于私有化改革的同

时，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降低私有企业的进入门槛。 之前由于低效的计

划经济体制、 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行业进入门槛高等因素， 市场中存

在大量未被充分发掘的机会， 而民营企业家对此做出了快速反应。 结果， 几

乎所有从乡镇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中流失的工作岗位， 都被民营部门中新的就

业机会所抵消。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民营企业的数量增长了近五倍， 达到 １７００
万家 （见表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 ９３ 亿人在民营企业工作 （其中包括那

些个体户）， 差不多是国有企业部门就业人数的三倍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２
年）。 从按照所有制类型划分的就业份额看， 中国经济已经是由民营经济占

主导。 事实上，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使用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５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阐述了两个 ７０％法则： 首先， 这一阶段大约 ７０％的工业增加值增长， 来自

民营部门； 其次， 大约 ７０％ 的民营部门增加值增长， 来自新增民营经济企

业数量的增长 （外延边际）， 而剩下的 ３０％来自现有企业规模和效率的增长

（集约边际）。
中国还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 从而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提供更好

的激励。 在 １９８０ 年代早期引入的制度安排下，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执行事

先确定的税收分配方案 （因不同地区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极

大地刺激了地方官员创造友好营商环境的激励。 这一制度在 １９９４ 年得到进

一步的改革， 即通过引入增值税和全国统一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执

行税收分成的方案。 这些改革赋予企业家和地方官员更大的权力， 从而为他

们追求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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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 中国就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 在 １９８０ 年代和

１９９０ 年代， 中国政府在沿海省份设立了经济特区从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加入 ＷＴＯ 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速。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 外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反过来进一步刺激

了民营企业的增长。 中国的开放政策与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

ＦＤＩ。 到 ２００３ 年， 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ＦＤＩ 流入国。 贸易和 ＦＤＩ 的
开放通过许多渠道促进了经济增长， 而且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了非常重

要的影响 ［见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Ｗｅｉ （２０１０） 中的章节］。
在企业数量与要素投入增长的同时， 知识增长和生产率的提升已经成为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行业内创新和资源 （主要是

劳动力） 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的再配置过程。 创新和基础设施

投资成为行业内生产率增长的两个关键支柱。 创新在提升生产率中的作用在

许多文献中被广泛讨论 （如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 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高速积累

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 尽管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直到 １９８８ 年才得以建

成， 但是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全部高速公路里程已经达到了 １２２３００ 公

里， 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里程都长。 中国高速铁路 （ＨＳＲ） 的发展速度与

成就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 ２００５ 年的一无所有到 ２０１５ 年， 高铁总里程已经超

过了 １９３００ 公里。 ２０１６ 年， 中国的一家高铁制造企业远赴美国， 在关于建

设那里的第一条高铁的问题上进行谈判。①

在企业内或产业内生产率增长的同时， 资源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高

生产率部门的结构变迁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例如从国有部门转移到民

营部门， 或者是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 （ Ｚｈｕ， ２０１２）。 据估计，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５ 年， 中国产业内生产率提升与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分别达到了 ４２％和 １７％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人口因素是过去 ３５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 （同时也是近年来

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 过去 ３５ 年，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中国的人

口生育率逐渐下降。 但相比国际经验， 由于自 １９７９ 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

策， 实际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大。 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 意味着同样的劳动

人口的幼儿抚养压力更低。 在这 ３０ 年中， 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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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升， 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从而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 Ｃａｉ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８）。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产生了男孩过多的性别比例失

衡。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到达适婚年龄， 年轻男孩将在婚姻市场上面临激烈竞

争。 为了吸引潜在的新娘， 许多生有儿子的家庭不得不工作得更加辛苦， 储

蓄更多以及冒更大风险， 更有可能创业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１ｂ；
Ｃｈａ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根据估计， 由于性别比例失衡导

致的婚姻市场激烈竞争， 对年度经济增长率贡献了约 ２ 个百分点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额外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有损社会

福利的增长： 虽然 ＧＤＰ 增速在不断增加， 但是社会福利却很有可能下降。
这一增长模式的逻辑在 Ｗｅ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ｂ） 的论文中解释如下： 额外的

工作和额外的风险行为所产生的更高的 ＧＤＰ 增长率， 由个人期望改善自身

（或者自己子女） 在婚姻市场机会的动机驱动。 然后， 不能结婚的年轻人总

数是由性别比例决定的， 而非经济范围内的工作努力程度、 风险活动或者

ＧＤＰ 所决定。 在这个意义上， 额外的工作努力和风险行为都是徒劳的； 如

果没有性别比例的失衡， 那么追求效应最大化的家庭会放弃这部分的增长，
从而更加快乐。

改革开放的 ３０ 多年中， 中国似乎有取之不竭的 “剩余劳动力” （农村

地区的低生产率的劳动力）。 然而， 自进入 ２０００ 年代中期以后， 劳动力短缺

的一些迹象就开始显现了。 据 Ｃａｉ 和 Ｄｕ （２０１１） 以及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１） 的

研究结果， 非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已自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以来开始以两位数的

速度增长， 表明整个国家可能已经跨越了所谓的 “刘易斯拐点”， 也就意味

着劳动力过剩的时代已经终结。
非技能工人工资率急剧上涨的确切时间点仍有争议。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１）

报告了这个拐点最早达到 ２０００ 年。 此外， Ｋｎｉｇｈｔ 等 （２０１１） 以及 Ｇｏｌｌｅｙ 和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１） 等指出， 由于存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如户籍制度，
农村地区仍有剩余劳动力。 一旦这些壁垒被消除， 仍存在城乡移民的空间。
无论如何， 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低工资的国家。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就在持续疲软。
之前那种基于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由于在 １９８０ 年代早

期开始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就出现了新进入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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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新人数低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 过去非常有利的人口抚养比现在变

得不再有利。 面对着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和疲软的外部需求， 众多企业不

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内迁、 外移、 关停或者升级。 “内迁”， 是指将工厂

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 因为那里的工资水平更低。 考虑到全国范围内

地区工资收敛速度较快， 这至多是权宜之计。 “外移”， 是指致力于到国外

进行直接投资， 将中国的知识经验与其他国家的低工资水平结合起来。 毫无

疑问， 一些中国的公司正在追求这种战略。 “关停”， 是指关闭企业。 这对

于单个企业来说是一种策略， 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却不可行。 “升级”， 是

指创新和产业升级， 从而让企业不再依赖于低工资的低技能劳动力。 尽管不

同的企业会选择不同的策略， 但中国经济未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企业能否

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 以及速度有多快。 在下一章节， 我们将聚焦于创新和

产业升级， 并试图回答中国能否转型成为更具创新性的经济体。

三　 创新的速度： 以专利增长数来度量

创新可以以商业机密和专利的形式出现。 创新除了发明新产品， 还可以

改进商业流程或商业模式。 创新也可能在商业范畴之外出现， 例如文化领域

的创新。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我们将关注聚焦在企业的专利上， 并以此作

为创新的度量， 潜在的假设是创新在各个维度是高度正相关的 （这一点未

来需要进一步检验）。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专利数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在国家知识

产权局 （ＳＩＰＯ） 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已经从 １９９５ 年的不到 １０ 万件上升

到 ２０１４ 年的超过 ２００ 万件， 其年度增长率达到 １９％ ， 是同期人均 ＧＤＰ 增长

率的 ２ 倍 （见表 ２）。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专利申

请件数最多的国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２０１２］。
在三种类型的专利， 即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之中，

发明专利 （毫无疑问， 技术含量最高的专利） 申请比重， 已经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６％ ，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９％ 。 １９９５ 年， 专利申请数来自外国申请人的占比

是 １７％ ， 但是到 ２０１４ 年这一占比已经下降到 ６％ 。 后者表明， 本土的创新

已经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哪些因素解释了中国专利的爆炸性增长呢？ 我们认为潜在的因素包括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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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审查标准更松、 专利质量较低、 政府补贴、 市场扩大以及对劳动力成本快

速上升的反应。

表 ２　 中国专利申请数：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年份

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专利申

请量（件）

专利申请量的类型部分

发明（％ ）
实用新型

（％ ）
外观设计

（％ ）

专利申请量中

申请人来自外

国的占比（％）

中国申请人在

其他国家专利

局的申请量（件）

１９９５ ８３０４５ ２６ ５３ ２１ １７ ２２４

１９９６ １０２７３５ ２８ ４８ ２４ ２０ １９１

１９９７ １１４２０８ ２９ ４４ ２７ ２１ ３９４

１９９８ １２１９８９ ２９ ４２ ２８ ２１ ３２１

１９９９ １３４２３９ ２７ ４３ ３０ １８ ３９７

２０００ １７０６８２ ３０ ４０ ２９ １８ １１２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３５７３ ３１ ３９ ３０ １９ ２３２３

２００２ ２５２６３１ ３２ ３７ ３１ １９ ２４１５

２００３ ３０８４８７ ３４ ３５ ３０ １９ １８１１

２００４ ３５３８０７ ３７ ３２ ３１ ２１ ２７６６

２００５ ４７６２６４ ３６ ２９ ３４ ２０ ３４３２

２００６ ５７３１７８ ３７ ２８ ３５ １８ ３１７２

２００７ ６９３９１７ ３５ ２６ ３９ １５ ３６０２

２００８ ８２８３２８ ３５ ２７ ３８ １３ ３４７６

２００９ ９７６６８６ ３２ ３２ ３６ １０ ５５３５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２２８６ ３２ ３４ ３４ ９ ８４４０

２０１１ １６３３３４７ ３２ ３６ ３２ ８ １００９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５０６４９ ３２ ３６ ３２ ７ １８４５１

２０１３ ２３７７０６１ ３５ ３７ ３８ ６ ２５７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３６１２４３ － ３９ ３７ ２４ ６ ２８００２

不同时期专利申请量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１９ ２３ １２ ２５ ２１ ３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１９ ２１ ２３ １５ ５ ２６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１９ ２２ １７ ２０ １３ ２９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ｐｏ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ｘｘ ／ ） 的数据计算得到。

我们从对比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的获得专利授权的容易程度开始。 图 １
显示的是金砖国家、 韩国和美国的专利授权率。 中国的专利授权率不到

５０％ ， 并且随时间推移较为稳定， 并不是特别高，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这表明在中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得专利批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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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所授权的专利数量增长率， 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率相同，
均为 １９％ 。 这说明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并未放松审查标准。 而且， 同时期中

国在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平均每年增长 ２８％ （见表 ３）。 一般认

为中国的企业、 个人和机构在发达国家申请的专利质量比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的更高。 海外专利授权数量更快速的增长说明中国专利质量不断提升。

图 １　 金砖国家、 韩国和美国的发明专利授权率

注： 授权率的定义是 ｔ 年的授权量与 ｔ － １ 年的申请量的比值。
资料来源：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表 ３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授权量和中国申请人在其他国家专利局的专利授权量

年份

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专

利授权量（件）

专利授权的类型分布

发明（％ ）
实用新型

（％ ）
外观设计

（％ ）

专利授权中申

请人来自外国

的占比（％）

中国申请人在其

他国家专利局的

专利授权量（件）

１９９５ ４５０６４ ８ ６８ ２５ ８ ７５

１９９６ ４３７８０ ７ ６２ ３１ ９ ５２

１９９７ ５０９９６ ７ ５４ ４０ ９ ３６

１９９８ ６７８８９ ７ ５０ ４３ １０ ４７

１９９９ １００１５６ ８ ５６ ３６ ８ １１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３４５ １２ ５２ ３６ １０ ８８

２００１ １１４２５１ １４ ４８ ３８ １３ １４３

２００２ １３２３９９ １６ ４３ ４０ １５ １９２

２００３ １８２２２６ ２０ ３８ ４２ １８ １８１

２００４ １９０２３８ ２６ ３７ ３７ ２０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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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专

利授权量（件）

专利授权的类型分布

发明（％ ）
实用新型

（％ ）
外观设计

（％ ）

专利授权中申

请人来自外国

的占比（％）

中国申请人在其

他国家专利局的

专利授权量（件）

２００５ ２１４００３ ２５ ３７ ３８ ２０ ３９８

２００６ ２６８００２ ２２ ４０ ３８ １６ ６３６

２００７ ３５１７８２ １９ ４３ ３８ １４ ６５９

２００８ ４１１９８２ ２３ ４３ ３４ １４ ８６０

２００９ ５８１９９２ ２２ ３５ ４３ １４ １５２９

２０１０ ８１４８２５ １７ ４２ ４１ ９ ２５８７

２０１１ ９６０５１３ １８ ４２ ４０ ８ ３４４７

２０１２ １２５５１３８ １７ ４６ ３７ ７ ４８８７

２０１３ １３１３０００ １６ ５３ ３１ ６ ８２１４

２０１４ １３０２６８７ １８ ５４ ２８ ７ １０６０３

不同时期专利授权量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１７ ３１ １０ ２２ ２８ 　 １８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２２ １８ ２７ １８ ９ ４４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１９ ２５ １８ ２０ １８ ３０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ｐｏ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ｘｘ ／ ） 的数据计算得到。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专利授权量快速增长仅仅是因为专利数量基数小。 中

国 １９８５ 年才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局， １９８０ 年代和 １９９０ 年代的专利申请很少。
我们试图从三个方面回应这个质疑。 首先， 我们将样本分为两个时期，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年以及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然后分别计算两个阶段的专利年度增长率。 如

果基数小是专利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第二阶段的增

长率会更低， 因为这个阶段的基数更大。 事实上， 我们并没有看到第二阶段

比第一阶段增速更低， 从专利授权的增速看， 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高出 ５ 个

百分点。
其次， 我们考察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在国外获得引用数量的变

化趋势， 从而测度中国国内所授权专利的质量。 虽然国家知识产权局并没有

计算中国专利的国内引用数， 但是在发达国家授权的专利识别了所有引用的

专利———包括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 表 ４ 报告了中国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被国外专利引用的次数。 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 中国的发明专利的国外引用数年均增长 ３４％ ， 进而在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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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年均增速升至 ４９％ 。 实用新型专利引用数增长规律与发明专利类

似， 其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年均增长 ３６％ 。 中国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数增长

率甚至还超过了中国专利数量的增长率。 如果中国的专利质量都很低， 难以

想象外国专利会更多地引用它们， 至少相当一部分中国专利质量较高。

表 ４　 中国申请人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得的专利

　 　 被外国专利引用的次数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年份 发明专利（次） 实用新型（次）

１９９５ １００ ６５

１９９６ １１４ ６２

１９９７ １７４ １００

１９９８ ２０１ 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４４ １２５

２０００ ３０３ １９８

２００１ ５２２ ３５７

２００２ ６６７ ４４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１９ ６８１

２００４ １３５８ ８５１

２００５ １７６５ １０８９

２００６ ２９８４ １８３０

２００７ ５０８７ ２７２１

２００８ ９１８３ ４０８４

２００９ １３３４７ ５０９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７８１ ７７５２

２０１１ ３０７０６ １１２４１

２０１２ ４５３６４ １６１３２

２０１３ ５５６４９ ２１０７２

２０１４ ７１３８３ ２３５４４

不同时期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３４ ３３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４９ ３９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４１ ３６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 专利系统得到的引用数据计算得到。

最后， 我们将中国申请人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获得授权的

专利数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人在 ＵＳＰＴＯ 获得授权的专利数进行对比。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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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我们控制 ＵＳＰＴＯ 授权的专利与 ＳＩＰＯ 授权的专利之间的质量差异。 表

５ 展示了金砖国家、 德国、 日本和韩国在 ＵＳＰＴＯ 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
在以上样本国家中，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在 ＵＳＰＴＯ 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增

长最快， 高达 ２８％ 。 不仅如此，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专利授权数增速优势近

期在拉大。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所获得专利数年均增速达到了 ３８％ ， 比增

速位居第二的印度还要高出 １２ 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同时期

韩国、 德国和日本在 ＵＳＰＴＯ 获得的专利授权数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 １６％ 、
７％和 ７％ 。

表 ５　 金砖国家、 德国、 日本和韩国申请人在美国

　 　 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获得的专利授权

单位： 件

年份 中国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南非 德国 日本 韩国

１９９５ ６２ ６３ ３７ ９８ １２３ ６６００ ２１７６４ １１６１
１９９６ ４６ ６３ ３５ １１６ １１１ ６８１８ ２３０５３ １４９３
１９９７ ６２ ６２ ４７ １１１ １０１ ７００８ ２３１７９ １８９１
１９９８ ７２ ７４ ８５ １８９ １１５ ９０９５ ３０８４１ ３２５９
１９９９ ９０ ９１ １１２ １８１ １１０ ９３３７ ３１１０４ ３５６２
２０００ １１９ ９８ １３１ １８３ １１１ １０２３４ ３１２９６ ３３１４
２００１ １９５ １１０ １７７ ２３４ １２０ １１２６０ ３３２２３ ３５３８
２００２ ２８９ ３３ ２４９ ２００ １１４ １１２７８ ３４８５９ ３７８６
２００３ ２９７ １３０ ３４１ ２０２ １１２ １１４４４ ３５５１７ ３９４４
２００４ ４０４ １０６ ３６３ １６９ １００ １０７７９ ３５３４８ ４４２８
２００５ ４０２ ７７ ３８４ １４８ ８７ ９０１１ ３０３４１ ４３５２
２００６ ６６１ １２１ ４８１ １７２ １０９ １０００５ ３６８０７ ５９０８
２００７ ７７２ ９０ ５４６ １８８ ８２ ９０５１ ３３３５４ ６２９５
２００８ １２２５ １０１ ６３４ １７６ ９１ ８９１５ ３３６８２ ７５４９
２００９ １６５５ １０３ ６７９ １９６ ９３ ９０００ ３５５０１ ８７６２
２０１０ ２６５７ １７５ １０９８ ２７２ １１６ １２３６３ ４４８１４ １１６７１
２０１１ ３１７４ ２１５ １２３４ ２９８ １２３ １１９２０ ４６１３９ １２２６２
２０１２ ４６３７ １９６ １６９１ ３３１ １４２ １３８３５ ５０６７７ １３２３３
２０１３ ５９２８ ２５４ ２４２４ ４１７ １６１ １５４９８ ５１９１９ １４５４８
２０１４ ７２３６ ３３４ ２９８７ ４４５ １５２ １６５５０ ５３８４９ １６４６９

不同时期的年均增长率（％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２１ ２ ２６ ４ － ３ ３ ３ １４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３８ １８ ２６ １３ ６ ７ ７ １６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２８ ９ ２６ ８ １ ５ ５ １５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的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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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像很多人口众多的国家一样， 有比一般国家更多的天才， 从而

产生更多的创造性思想。 中国专利授权数量的快速增长， 无论是国内的

还是国外的， 均与庞大的人口规模有关系。 为了打消这个疑虑， 我们在

做国际对比时应控制人口规模。 类似地， 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专利授权

数产生影响： 更富裕的国家能投入更多资源到研发活动 （ Ｒ＆Ｄ）， 而且

相比穷国具有更强烈的创新需要。 于是， 我们也在国际比较时控制人

均ＧＤＰ。

为了进行国际比较， 我们将更多国家纳入研究样本中。 我们将各国在

ＵＳＰＴＯ 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总数对人口规模 （取对数）、 人均 ＧＤＰ （取对

数）、 国家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所重点关心的部分国家与年度固定

效应乘积做回归。 图 ２ 分别给出了日本、 德国、 韩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国家 ×

年份固定效应相对于各自人均 ＧＤＰ 的散点图。 它反映的是在控制人口规模

和经济发展水平之后， 我们所关心的国家在 ＵＳＰＴＯ 的专利授权的时间趋势

相对于各国平均水平的表现。 由图 ２ 可知， 随着经济增长， 中国发明专利数

量实现了稳步增长， 而其他国家， 除了印度以外， 并没有这种清晰的趋势。

在相同的时期， 印度也出现了经济增长与专利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

中国在获得 ＵＳＰＴＯ 专利授权的表现远超印度。

图 ２　 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授权给各国的专利数量

注： 控制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的平方以及其他国家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美国专利数据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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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专利对发明者的价值， 可以考察一项专利被其他专利申请人的

引用次数。 图 ３ 使用 ＵＳＰＴＯ 所有授权专利 （在后续年份中） 的引用次数

（前向引用）， 来替代图 ２ 中的专利授权数量。 我们再次发现， 中国和印度

的引用次数随着经济增长呈清晰的上升趋势。 因为中国比印度经济增速更

快， 中国专利引用数的增长表现更加突出。 通过比较发现， 其他的金砖国

家、 日本、 德国和韩国并未出现类似规律。 重要的是， 如果试图线性拟合各

国的专利引用数和收入的对数， 那么图 ３ 表明在同等收入的情况下， 中国相

比其他金砖国家 （印度除外） 获得了更多的专利引用。

图 ３　 不同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 （ＵＳＰＴＯ） 获得的专利的前向引用： 国际比较

注： 控制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的平方、 其他国家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美国专利数据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０ 年）。

总而言之， 中国不仅是专利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 而且它们的质量也有明

显的提升。 相比其他金砖国家和 ＯＥＣＤ 的创新大国而言， 中国专利质量随时间

推移出现了显著提高。 简而言之， 中国创新的增长是真实而稳健的。

四　 创新增长的源泉

中国在创新上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有多个多种潜在的因素。

政府对研发活动 （Ｒ＆Ｄ） 的支持、 行业竞争、 市场规模和相对价格的变化

（例如不断上涨的工资） 均可能促进中国创新能力的增长。 在这一章，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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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可能的因素做一个研究。
首先， 研发的投资是获得专利的关键投入， 而中国政府已经为企业的研

发活动提供了相当规模的补贴。 为了测量这些补贴的幅度， 我们将中国专利

数据库和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ＡＳＩＥＣ） 的数据进行合并。 中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 覆盖了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的所有国有企业和年销

售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规模以上私有企业， 其中包括企业所有制信

息。① 专利数据库包含了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２ 年申请且最后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

予的全部专利数据。 研发数据则来自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图 ４ 使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 分别画出了国有企业和

私有企业中的研发补贴与销售额的比重 （使用增加值数据作为分母的结果

类似）。 从图 ４ 可知，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 （只有这个时间段有补贴数据）， 国有

企业相比私有企业获得了更高比例的补贴。 虽然中小型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

业获得了更多的补贴， 但它们相比私有企业在专利产出上的表现却更差。 正

如表 ６ 所示，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私有企业的专利授权数量年均增长 ３５％ ， 分

别超过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２３ 个百分点和 ９ 个百分点。 国有企业专利份

额的下降， 主要来自国有企业部门的逐步收缩。 １９９８ 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中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 ３０％ ， 而到 ２００９ 年这一份额已经下降到

只有 ２％ 。 私有企业因其庞大的数量， 已成为创新的主要引擎。

４８１

① 虽然 ＡＳＩＥＣ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提出了灰色市场， 但是其质量看起来令人质疑， 为了保

守起见， 我们在这一章没有使用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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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按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规模分类的补贴与销售额比率

注： 依据销售额将企业平均分为三组： 小型、 中型和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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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献中， 市场规模已经被认为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Ｌｉｎｎ， ２００４）。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
尤其是在中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之后。 当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

时， 出口企业保持其竞争力的一个方式， 就是创新。 正如表 ６ 和图 ５ 中所揭

示的， 中国的出口企业确实比其非出口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力。

图 ５　 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专利密度

注： 如果一个企业在某个特定年份出口额为正， 就被定义为那个年度的出口商。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 中国的真实工资率以超过 １０％ 的年度增长率在上升。

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现在已经跨过了 “刘易斯拐点”， 这就意味着超低工资

的时代已经终结 （如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面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企

业要么关停， 要么迁到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地区， 要么就进行创新。 表

６ 最后一列报告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专利授予份额随时间的变化趋

势。 特别地， 这些企业在总的专利授予数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增长， 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５５％上升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６６％ 。 如图 ６ 所示，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 劳动

力密集型企业的专利密度———使用授予的专利总件数与销售额的比率来度

量———增长比资本密集型企业快。 这一时期正是真实工资开始急剧上涨的阶

段。 可能正是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使得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想方设法通

过更多创新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力。

当然， 上述的描述只是基于双变量相关分析， 结论只是提示性的。 为了

评估这些因素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相对重要性， 我们现在转向多元回归。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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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利密度

注： 我们将每年资本劳动比率高于中位数数值的产业定义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为多数企业没有任何专利， 专利数量的分布并不是对数正态分布， 所以我们

不能简单通过对专利数量取对数来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ＯＬＳ）。 在此情况

下， 一个常用方法就是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 然而， 当包含企业固定效应

时， 由于参数过多会在各年存在问题。 于是， 我们使用 Ａｌｌｉｓｏｎ （２００５） 混

合负二项估计方法： 首先， 我们计算了每个企业所有解释变量 Ｘ 的均值；
其次， 我们通过使用 Ｘ 的原始值减去均值， 从而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变

量———即， Ｘ － Ｘ 的均值 ； 最后， 我们使用这些新构造的变量作为自变量，
并使用随机负二项模型。 这一方法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混合体， 而

且重要的是， 它极大地解决了固定效应负二项模型在条件估计上的缺点———
自动地去掉了那些所有年份中专利数量均为零值的企业。 我们估计的方程可

以写为方程 （１）：

Ｐｉｊｔ ＝ Ｆ（Ｓａｌｅｓｉｔ，Ｗａｇｅ ｊｔ，Ｓｕｂｓｉｄｙ ｊｔ，Ｔａｘｒａｔｅ ｊ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ｊｔ，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Ｅｘｐｏｒｔｉｔ，ＨＨｊｔ，行业或企业固定效应，年度固定效应）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Ｐ 是企业 ｉ 在第 ｔ 年获批准的专利数； Ｓａｌｅｓ 是企业 ｉ 在
第 ｔ 年的年度销售额； Ｗａｇｅ 是企业坐落的地理单元中该城市—行业—年度和

企业所有制类型下 （排除了企业自身） 的平均工资； Ｓｕｂｓｉｄｙ 是企业层面上

从政府获得的补贴额与总销售额的比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 是在企业层面的本年度

与上一年度支付的总利息与平均负债之间的比率； Ｔａｒｉｆｆ 是基于联合国商品

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的企业 ｉ 所在标准行业分类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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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ＳＩＣ － ２）， 获取产品水平匹配的关税数据 （使用行业—年度水平来计

算）， 构造的加权平均贸易伙伴平均关税率；① Ｅｘｐｏｒｔ 是一个表征该企业在

第 ｔ 年出口额是否为正的虚拟变量； 而 ＨＨ 是在行业—年度水平上的赫芬达

尔—赫希曼 （ＨＨ） 指数。②

毫无疑问， 许多解释变量是内生的。 本着工具变量方法的精神， 我们在

相同的城市—行业—所有制类型—年度的单元下， 使用所有其他企业在工资

率、 补贴率、 税率和利率等指标的均值， 来替代特定企业在这些指标中的特

定值。 其思想 （假设） 就是， 相同单元中所有其他企业的均值， 更多地反

映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条件 （对于工资变量而言） 或者当地的政策设

计 （对于其他三个变量而言）。 我们还去掉了企业数少于五个的数据单元。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将关税税率看作外生的， 这是因为它是贸易伙伴关税税

率的均值， 不太可能被中国单个企业系统地操控。
表 ７ 报告了混合负二项回归的估计结果。③ 回归得到了几个明显的结

论。 第一， 使用销售额来度量的企业规模与该企业获得批准的专利数正相

关。 毫不奇怪的是， 大型企业倾向于获得更多的专利授权。 第二， 出口企业

相比非出口企业更具有创新性。 我们对企业规模与创新水平之间的正相关、
出口状态与创新水平之间的正相关不做因果性解释， 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

的。 我们只是简单地将这两个回归元视为控制变量。

表 ７　 对专利计数的混合负二项回归： 基准情形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Ｓａｌｅｓ（ｌｏｇ）
０ ４３７∗∗∗ ０ ４９１∗∗∗ ０ ４３５∗∗∗ ０ ４２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１５∗∗∗ ０ １８１∗∗∗ ０ ０７１∗∗ ０ １５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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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们使用标准工业分类二位编码 （ＳＩＣ － ２） 的目的主要是改善数据匹配效率。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使用下面的步骤来计算： ①对于每一个四位编码行业和年度 ｔ ， 计

算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 ②对于每一个四位编码行业和年度 ｔ ， 将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进

行加总。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越高， 市场竞争程度越低。
作为稳健性检验， 我们还使用了其他的设定， 例如固定效应负二项模型， 随机效应负二项

模型以及固定效应序数线性概率模型。 绝大部分变量的系数在质量上是非常类似的， 从而

变量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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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Ｗａｇｅ（ｌｏｇ）
０ ０８２∗∗∗ ０ ２２４∗∗∗ ０ １３７∗∗∗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２）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ａｔｅ（ｌｏｇ）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７３∗∗∗ －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８５∗∗∗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７）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ａｒｉｆｆ
－ １ ０４８∗∗∗ － ０ ８４３∗∗∗ － １ １２３∗∗∗ － ０ ４８２∗∗∗

（０ ０７８） （０ １４６）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８）

ＨＨ ｉｎｄｅｘ
０ １４３ － ０ ０８７ ０ ５４１∗∗ ０ ３５８

（０ ２２４） （０ ４２５） （０ ２６７） （０ ３２８）

观测个数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４３８５２２ １１４１３７ ２７０４００ ２１３９５９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在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

度水平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其他国家更低的进口税率能促进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从而促进

企业创新。 因为外国关税 （在很大程度上） 是外生的， 所以我们将这一系

数解释为因果效应： 国际市场的扩张或者新的出口机会使得企业更加具有创

新性。 表 ７ 的结果表明， 相关行业中贸易伙伴的加权关税税率每下降 １ 个百

分点， 专利授权数量平均会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在财政补贴的意义上， 有一些证据表明， 发明专利与研发补贴之间正相

关， 但是实用新型专利和设计专利与研发补贴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因为发明

专利通常被认为比其他类型专利更具有创新性， 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财政补

贴促进了企业创新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 更高的税率似乎不利于创新， 税率的系数在所有四列中都是

负的， 其中三列在统计上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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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高的隐含利率来度量的更高的资本成本， 与多种类型的创新活动

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对数利率的系数为负， 并且对全部专利数以及实用新

型专利数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工资水平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稳健的正相关关系。 由于我们使用相

同数据单元中其他企业的平均工资替代单个企业自身的工资水平， 较好地消

除了内生性， 那么我们就能把估计系数解释为： 为应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

本的挑战， 平均而言， 企业变得更具创新性。 当然， 相比欠缺创新性的行

业， 创新性行业倾向于雇用更多高技能型工人。 一般而言， 高技能工人比低

技能型工人获得的报酬更多， 从而导致行业层面平均工资与企业创新水平之

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注意到， 我们在表 ７ 中的回归包含了单独的企业固

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也就意味着包含了行业的固定效应）。 因此， 内生

性只在行业—城市—所有制类型—年度的层面上出现。 然而， 为了进一步消

除内生性， 我们将现在的平均工资替换为相同数据单元中其他企业的滞后值

的均值， 我们发现了相同的定性结果 （见附录表 Ａ１）。 作为一个稳健性检

验， 我们使用城市—年度层面上的最低工资来替代相同数据单元中其他企业

的平均工资， 并且再次发现相同的定性结果 （见附录表 Ａ２）。
然而， 绝对工资水平的上升， 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的冲击

程度不同。 为了研究这一特征， 我们加入了工资和表征该行业资本密集度的

哑变量交乘项。 劳动密集型企业被定义为在样本初期劳动力密度在全部企业

处于中位数以上的虚拟变量。 表 ８ 展示了估计结果。 在四个回归中的三个

（分别是专利总数、 发明专利数和设计专利数）， 这个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正。 这些结果与引致创新理论相一致， 即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引致劳动力

密集型企业更具创新性从而生存下来。 表 ８ 中的结果对于工资变量的备选变

量 （无论是工资的滞后变量还是最低工资水平） 也是稳健的。 为了节约版

面， 使用滞后工资水平和最低工资水平的估计结果在此就不赘述了。

表 ８　 工资水平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Ｗａｇｅ（ｌｏｇ）✕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ｕｍｍｙ

０ １６３∗∗∗ ０ ６９５∗∗∗ － ０ ０４２ ０ １７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９）

Ｓａｌｅｓ（ｌｏｇ）
０ ４３６∗∗∗ ０ ４８３∗∗∗ ０ ４３３∗∗ ０ ４２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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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０８∗∗∗ ０ １６２∗∗∗ ０ ０６４∗∗ ０ １５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６）

Ｗａｇｅ（ｌｏｇ）
０ ０１０ － ０ １０１∗ ０ １８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ａｔｅ
（ｌｏｇ）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７）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ｌｏｇ）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ａｒｉｆｆ
－ １ １３８∗∗∗ － １ ０９１∗∗∗ － １ １４１∗∗∗ － ０ ４７５∗∗∗

（０ ０８２） （０ １４８）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２）

ＨＨ ｉｎｄｅｘ
０ ２６０ － ０ ０９０ ０ ５９７∗∗ ０ ４５６

（０ ２２３） （０ ４２３） （０ ２６５） （０ ３２７）

观测个数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１１８７１４０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４３６５５７ １１４０２３ ２６６１１５ ２１３６５２

　 　 注：∗∗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在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

度水平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被解释变量是专利计数。 这里使用的是混合负二项回归。 参考 Ｑｕ 等

（２０１３） 关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定义。

研究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表明， 计算机技术的引进已经降低了例行重

复工作的岗位数。 参考 Ａｕｔｏｒ 等 （２００３） 的做法， 我们创造了一个虚拟变

量， “ｒｏｕｔｉｎｅ” 表征该行业是否属于例行重复工作较多的行业， 如果是， 取

值为 １， 否则则取 ０。 我们预期面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时， 涉及大量例行

重复工作较多 （通常由低技能工人完成） 的企业， 更有可能创新以寻求替

代劳动力。 类似表 ７， 我们使用双重差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 方

法， 通过引入工资水平与该 “ｒｏｕｔｉｎｅ” 虚拟变量交互项的方式， 来检验不断

上升的工资对例行重复工作较多的企业的影响。 正如表 ９ 中面板 Ａ 所示，
这个交互项的系数在所有四个回归中表现出了统计显著性。 换句话说，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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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不断上升， 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例行重复工作较多的企业表现为更具创

新性， 可能是它们依靠更多的计算机技术。

表 ９　 工资水平对常规密集型产业与夕阳产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变量 （１）专利总数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面板 Ａ：对常规密集型产业的影响

Ｗａｇｅ（ｌｏｇ）∗

Ｒｏｕｔｉｎｅ
０ ４９０∗∗∗ ０ ９９２∗∗∗ ０ ２３７∗∗∗ ０ ７５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２）

面板 Ｂ：对夕阳产业的影响

Ｗａｇｅ（ｌｏｇ）∗

Ｒｏｕｔｉｎｅ
０ ０４０ － ０ ２２２∗∗∗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８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４）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中报告的是混合负二项回归估计量。 传统产业的定义参考 Ａｕｔｏｒ 等 （２００３）。

当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说， 存在两

种类型的可能路径。 在那些可能发生创新的行业， 企业必须创新以谋求

生存。 在那些国际经验表明很难出现创新的行业， 创新是非常艰难的

（夕阳产业）， 退出或者关停是很可能发生的结果。 在夕阳产业内部， 由

于市场份额在不断萎缩， 这些企业因为担心失败难以收回成本， 更不愿

意做出研发投资。
我们将中国情形下的夕阳产业定义如下： 首先， 我们依据 ２０００ 年的

ＧＤＰ 水平选择了世界上除中国外的前 ４０ 经济体。 其次， 我们收窄了范围，
保留了那些人均 ＧＤＰ 在中国 １ ５ 倍以上且绝对水平低于 １２０００ 美元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 的国家。 剩下的清单包括： 阿根廷、 巴西、 捷克、 墨西哥、 也

门、 波兰、 俄罗斯、 土耳其、 委内瑞拉和赞比亚。 最后， 使用这些经济体作

为参考点， 我们计算了每个国家每个行业的年度增长率， 以及使用 ＧＤＰ 作

为权重计算了样本国家的经济整体增长率。 如果一个行业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

的年均增长率低于所有行业年均增长率的中位数， 那么它就被定义为夕阳

产业。
表 ９ 的面板 Ｂ， 显示了工资水平与夕阳产业虚拟变量之间交互效应的

估计结果。 只有在发明专利的回归中， 这一交互效应的系数才显著为负。
一般而言， 发明专利相比实用新型专利和设计专利涉及更多的研发投入。
这些结果在交互效应中引入最低工资的滞后值时， 也是稳健的。 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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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比较严峻是， 夕阳产业的现有企业相对而言不愿意投资在研发活动

上， 从而相比其他行业发明专利数更少。 和那些与中国相比稍微富裕的

经济体一样， 中国的夕阳产业企业很可能增长比较慢并最终被朝阳产业

所取代。

五　 从产业升级到出口成就

我们接下来考察的是中国在专利和创新上的增长是否转化成了出口成

就。 这是一种市场检验：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意味着在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

产品上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中国企业只有通过充分提升劳动生产率或生产

高质量的产品， 才能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进而维持或增加它们在全

球市场中的份额。 尽管这一研究没有使用专利数据， 但可视为更广义的产业

升级与创新。
产品质量在标准的贸易统计中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 我们使用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 最先提出并由 Ａｍｉｔｉ 和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ｅｌ （２０１３） 概述的方法

对出口质量进行度量， 即方程 （２）：

ｌｏ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 ｅｉｊｋｔ ＝ β０ ＋ Σｉ∈Ａ Σ４０
ｔ ＝２ β１ｉ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Ｙｅａｒｔ

＋ β２ ｌｏｇＧＤＰ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ｉｔ ＋ β３ ｌｏｇＧＤＰ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ｊｔ ＋ β４ ｌｏｇ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ｊｔ
＋ Σｋ∈ＢＰｒｏｄｕｃｔｋ✕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ｅｄ 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 αｔ ＋ ρｋ ＋ εｉｊｋｔ

（２）

在方程 （２） 中， ｉ 是出口国， ｊ 是进口国 （或者目的国）， ｋ 是 ６ 位海关

（ＨＳ） 商品编码， ｔ 表示年份， 涵盖了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市场份额和单位价值

定义为方程 （３）：

ｌｏ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 ｅｉｊｋｔ ＝
Ｑｕａｎｔｉｔ ｙｉｊｋｔ

ΣｊＱｕａｎｔｉｔ ｙｉｊｋｔ
（３）

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 ｙｉｊｋｔ

因为单位价值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全球资源的价格， 那么它不一

定能纯粹反映产品的质量。 为了消除行业特定冲击对单位价值的影响， 我们

将单位价值进行标准化， 即减去产业层面的单位价值中位数， 即：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ｅｄ 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ｅｉｊｋｔ ＝ 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 ＭｅｄｉａｎｌｏｇＵｎｉｔｖａｌｕ ｅｉｊｋ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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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了 ＧＤＰ 绝对水平最高的 ４０ 个经济体作为考察样本。 在使用不

同的样本时， 例如 Ｇ２０ 经济体或者 ＧＤＰ 排名前 ７０ 的经济体， 研究结论也是

类似的。 除了金砖国家、 德国、 韩国、 日本和美国以外， 进口国家组别与出

口国家组别的集合是一样的。 产品组由中国在 ２０００ 年依据出口价值排名前

５００ 的出口商品组成。 β１ｉｔ 是我们感兴趣的系数。
在图 ７ 中， 我们将估计的 β１ｉｔ 系数与感兴趣的 ９ 个国家 （德国、 日本、

韩国、 美国和金砖国家经济体） 的人均 ＧＤＰ 做图。 在所有国家中， 中国、
印度和德国随着经济增长， 它们的出口份额也在增长。 其他的三个金砖国家

经济体 （巴西、 俄罗斯和南非）、 日本、 韩国和美国在那段时间表现出了出

口市场份额的下降。 至少基于控制某些变量后的出口市场份额的度量， 中国

产品的质量已经有稳步的提升。

图 ７　 各国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

注： 回归中控制了产品的单价。 这样本覆盖了世界上最大的 ４０ 个经济体。
资料来源： ＣＥＰＩＩ 的 ＢＡＣＩ 数据库 （ｗｗｗ ｃｅｐｉｉ ｆｒ ／ ＣＥＰＩＩ ／ ｅｎ ／ ｂｄｄ＿ ｍｏｄｅｌ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

ｉｄ ＝ １）。

六　 研发资源的错配

因为国有企业在政治上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且获得了不可忽视的资

源， 包括政府补贴。 我们在这一章节将研究中国在改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

之间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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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９０ 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改革拉开序幕以来， 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全

部企业中的占比已经显著下降， 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４％ （全部 ４５９８６０４ 家企

业中， 国有企业 １１０３６６５ 家） 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全部 １８１７８９２１ 家

企业中， 国有企业 ５４５３６７ 家） （见表 １） 。 在政府 “抓大放小” 改革期

间， 几乎所有的小型国有企业被关闭或者被私有化了。 绝大部分留存下

来的国有企业相对规模较大， 并且处于上游行业或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Ｈｓｉｅｈ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 相比私有企业， 它们面临着更少的竞争， 不仅

如此， 它们相对而言获得了来自政府更多的金融支持， 例如银行贷款或

者研发补贴。
不仅如此， 在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中

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的刺激计划， 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而这些资

金不成比例地直接流向了国有企业部门。 自 ２００８ 年以后， 这种偏向于国

有企业的政策和大量资金投入， 进一步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

（Ｂａｉ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出现

下降 （Ｗｕ， ２０１３）， 而且为大量无效率的僵尸企业提供了救命稻草 （Ｔ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尽管剩下的大型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向私有企业收敛， 但

是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仍然要比私有企业要低得多 （ Ｈｓｉｅｈ 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５）。 整体而言， 国有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落后于私有企业 （Ｂｒａｎｄｔ，
２０１５）。

正如 Ｂｏｅｉｎｇ （２０１６） 回顾文献时指出的， 大部分的研究发现， 政府的

研发补贴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 这一发现并不表明

研发补贴得到了有效配置。 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尽管国有企业一般而言比私

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研发补贴， 但是在专利授权数量上， 私有企业却比国有

企业有更快的增长 （见表 １０）。 这说明， 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存在着

研发补贴的资源错配。
正如图 ４ 所示， 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国有企业， 每单位销售额获得的

研发补贴比私有企业要高。 这很可能反映了地方政府向地方国有企业的补

贴。 大型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看起来得到了平等对待， 这反映两个方面的事

实： 一个是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提供更少的补贴， 另一个是大型私有企业

可能更有可能 ／资源去获得 “公平的” 研发补贴。 当考察税率时， 我们发

现， 相比私有企业， 国有企业承担了更高的实际税率 ［ （所得税 ＋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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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销售额］ （见图 ８）。 事实上， 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的总税

收减去总补贴数更高一些 （见图 ９）。

表 １０　 研发对专利产出的影响： 不同企业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１）
Ｔｏｔａｌ

（２）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３）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４）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Ｄ（ｌｏｇ）∗ＦＩＥ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Ｒ＆Ｄ（ｌｏｇ）∗ＳＯＥ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０）

Ｒ＆Ｄ（ｌｏｇ）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４）

Ｓａｌｅｓ（ ｌｏｇ）
０ ２７４∗∗∗

（０ ０２２）
０ ３２８∗∗∗

（０ ０３９）
０ ２５４∗∗∗

（０ ０２７）
０ ２８７∗∗∗

（０ ０３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８５２３５ ７８５２３５ ７８５２３５ ７８５２３５

Ｆｉｒｍ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ＩＣ ３００８００ ９３５８３ １９２００８ １３６３１０

　 　 注：∗∗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在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

度水平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因为只能得到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的研发数据， 所以我们在样本中仅仅包含了 ４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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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按照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规模分类的税率

注： 税率定义为 收入税 ＋ 增值税( )／ 销售额[ ]。 依据销售额， 企业被平均分为三

组： 小型、 中型和大型企业。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ＡＳＩＥＣ 数据库数据进行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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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按照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规模分类的净税率

注： 净税率定义为 收入税 ＋ 增值税 － 补贴额( )／ 销售额[ ]。 依据销售额， 企业被

平均分为三组： 小型、 中型和大型企业。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ＡＳＩＥＣ 数据库数据进行的计算。

　 　 表 １０ 展示了在控制企业销售额、 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
专利计数相对于企业研发支出的回归结果。 为了评估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

研发支出上是否具有不同的专利授权弹性， 我们在回归中引入了企业所有制

类型与研发支出的交互项。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研发变量之间的交互项， 显

著为负， 这表明私有企业在研发支出的专利授予弹性上确实显著高于国有企

业。 换句话说， 国有企业不像私有企业那样有效地支配研发资源。 这是研发

补贴在不同企业间出现资源错配的初步证据。 如果补贴能够在不同所有制企

业之间更均衡地分配， 那么整个经济的创新绩效将会更高。
考虑到低税率能促进创新， 研发补贴也对创新促进作用， 私有企业比国

有企业在利用研发资源时更有效率， 那么推动如下改革就能提升经济效率：
（１） 同步降低税率和补贴率 （对政府净收入无影响）； （２） 只向那些社会

回报超过私人回报的经济活动 （例如研发） 进行补贴， 但公平对待不同所

有制类型。

六　 结论

过去几十年间， 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制造业在业者的工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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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大约 １４ 倍。 中国在 ２０１２ 年之后劳动人口开始减少，
更增加了工资上涨的压力。 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来应对不断

上涨的工资压力。
中国能不能良好地应对挑战？ 人们经常提到 “中等收入陷阱” ， 意

思是只有少数经济体能从中等收入变成创新型高收入的经济体。 政府和

部分学者确实表达了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比如，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Ｍａ， ２０１６） 。 韩雪辉和魏尚进 （Ｈ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 ２０１５） 运用转移矩

阵分析和非参分析 （回归树） 发现数据不支持绝对的中等收入陷阱假

说。 但是， 在特定条件下， 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确实可能出现增长停滞

甚至倒退的现象。
我们发现， 在参与全球贸易和工资上涨的压力下，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已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从专利数量或质量来看， 中国经济已经在向创新

驱动型转化。 因此不必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
如果中国能继续找到有效的办法向创新型经济体转型， 就有很大机

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减少对国企的补贴就是其中之一。 即使国企在

创新方面的效率低于民企， 却仍能获得更多政府补贴。 如果政府能消除

歧视性的研发补贴， 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同一起点赛跑， 那么就可以减

少资源错配、 提升效率。 其他的配套措施包括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推进教育改革， 尤其是在教育体系中增加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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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数据

出口数据来自法国展望研究及国际信息中心在较高水平的产品分类基础

上开发的 ＢＡＣＩ 数据库。 原始数据由联合国统计司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提

供。 ＢＡＣＩ 数据库采用原始程序构造程序， 调和可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申报

结果。 这个协调过程使得与原始数据库相比， 大大扩展了贸易数据可得的国

家数目。 ＢＡＣＩ 数据库提供了 １９９５ 年以来 ２００ 多个国家海关六位产品编码分类

的双边出口贸易额和贸易量数据。 这一数据库每年都会更新。 如果要获取更

详细的信息， 见： ｗｗｗ ｃｅｐｉｉ ｆｒ ／ ＣＥＰＩＩ ／ ｅｎ ／ ｂｄｄ＿ ｍｏｄｅｌ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 ｉｄ ＝１。
笔者基于中国公司注册数据库对现有企业和新企业的总数进行制表。 用

于国际比较的专利数据来自 ＷＩＰＯ 和 ＵＳＰＴＯ 数据库。
回归表格中所使用的数据， 是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ＳＩＰＯ） 国家专利

数据库的合并企业专利数据库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９ 年） 和 ＡＳＩＥＣ 数据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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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附加表格

表 Ａ１　 对专利计数的混合负二项回归： 使用滞后工资

变量 （１）全部专利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Ｓａｌｅｓ（ｌｏｇ）
０ ４１９∗∗∗ ０ ４５４∗∗∗ ０ ４１８∗∗∗ ０ ４１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１）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７２∗∗∗ ０ ０６５∗∗ ０ １６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１）

Ｌａｇ Ｗａｇｅ（ｌｏｇ）
０ ５１０∗∗∗ ０ ８９０∗∗∗ ０ ７９０∗∗∗ ０ ５４１∗∗∗

（０ ０５８） （０ １１３） （０ ０７４） （０ ０９０）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８０∗∗∗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９）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ａｒｉｆｆ
－ ０ ８５０∗∗∗ － ０ ３１４∗ － ０ ６６６∗∗∗ － ０ ４５４∗∗∗

（０ ０９１） （０ １７１） （０ １３１） （０ １４０）

ＨＨ ｉｎｄｅｘ
０ ２３８ － ０ ０９２ ０ ６２２∗∗ ０ ３３７

（０ ２４０） （０ ４２９） （０ ２７９） （０ ３６１）
观测个数 ９８４５１７ ９８４５１７ ９８４５１７ ９８４５１７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３６８３３３ ９９２１８ ２２９７１６ １７３８３６

　 　 注：∗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在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

度水平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工资变量的值滞后一年。

表 Ａ２　 对专利计数做混合负二项回归： 使用最低工资

变量 （１）全部专利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Ｓａｌｅｓ（ｌｏｇ）
０ ４３０∗∗∗ ０ ４４１∗∗∗ ０ ４３４∗∗∗ ０ ４３５∗∗∗

（１ １２６） （２ １８６） （１ ４２４） （１ ７９３）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０４∗∗∗ ０ １７２∗∗∗ ０ ０６５∗∗∗ ０ １４８∗∗∗

（２ ２０８） （４ ３５１） （２ ７７２） （３ ５５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ｌｏｇ）
０ ３１８∗∗∗ ０ ４８４∗∗∗ ０ ６０７∗∗∗ ０ ３７１∗∗∗

（４ ８９０） （９ ５６９） （６ ３５４） （７ 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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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全部专利 （２）发明专利 （３）实用新型专利 （４）设计专利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３

（０ ５２６） （０ ９７８） （０ ６６４） （０ ８５９）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ｌｏｇ）
０ ０５０∗∗ ０ １１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５３∗

（１ ９９４） （３ ７７４） （２ ５２３） （３ １３０）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ｌｏｇ）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４

（１ １４０） （２ ２７７） （１ ４０７） （１ ８２９）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ａｒｉｆｆ
－ ９ １５６∗∗∗ － ６ ２７９∗∗ － ８ ３５４∗∗∗ － ４ ７７２∗∗∗

（１１２ ５６４） （２５８ １７０） （１８４ ７８１） （１２７ １２０）

ＨＨ ｉｎｄｅｘ
０ ３５８ ０ ０８５ ０ ４８６∗ ０ ５１７

（２１ ９０１） （３８ ６７０） （２６ １７８） （３３ ４２９）

观测个数 １３０５３７６ １３０５３７６ １３０５３７６ １３０５３７６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４６１０９４ １２４６３３ ２８３５６６ ２１７４２２

　 　 注：∗表示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５％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
工资对数、 补贴率对数、 税率对数和利率对数的数据都是城市—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年度

水平的均值 （除了企业自身）。 那些少于 ６ 个观测数据的单元被剔除了。 销售对数数据和出口数据

仍然是企业年度水平值。 最低工资是城市和年度的水平值。

７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