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９期（总第２４５期） 管理论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技术驱动的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２１ＢＪＹ２４３）
作者简介：李冬（１９８１－），女，河北邯郸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讲师，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对外贸易；杨晓亮（１９８２－），男，黑龙江虎林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企业绩效。

①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②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题为《为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讲话。

城市创新能力、企业市场势力与资源配置效率

李　冬１，２，杨晓亮２

（１．天津外国语大学 滨海外事学院，天津 ３００２７０；
２．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３００２２２）

摘　要：文章将城市创新能力嵌入到异质性企业模型中，探讨了城市创新能力与企业加成率之间的关
系。使用城市创新力指数与中国工业企业的合并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表明，城市创新促进了企业加成率的提

升，增强了企业市场势力。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显示，生产率效应和价格效应是城市创新提升企业加成率

的两个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创新更能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并对国有企业、差异化产品企业和

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城市创新显著降低了行业内加成率分散度，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可见，从城市维度来探讨创新对企业加成率及分散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政府制定政策以促进企业创

新和提升企业市场能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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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①。从培育微观创新主体到

宏观层面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城市作为中观层面的创新体系，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发挥各地

在创新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形成国家科技创新合力十分重要”②。作为企业研发与创新活动

的空间载体，城市也是创新要素与资源的集聚地。既有研究中，企业的研发创新对其加成率的促进作

用已被诸多文献证实（刘
"

仁和黄建忠，２０１６；诸竹君等，２０１７；黄先海等，２０１８）［１～３］。企业加成率可
表示为企业产品价格与企业边际成本之比（毛其淋和许家云，２０１７）［４］，一般用于衡量企业市场势力和
贸易利得（钱学锋和范冬梅，２０１５）［５］，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ＤｅＬｏｅｃｋｅｒ和Ｗａｒｚｙｎ
ｓｋｉ，２０１２；Ｌｕ和Ｙｕ，２０１５；黄先海等，２０１６）［６～８］。遗憾的是，鲜有文献就区域创新能力对微观企业绩
效的影响方向及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研究丰富了相关文献。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是关于城市创新或创新型城市的经济影响研究。地区层面，城市创新能

够抑制环境污染（杨小东等，２０２０）［９］和改善生态效率（陈超凡等，２０２１）［１０］，创新型城市能够促进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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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宋德勇等，２０２１；李政和刘丰硕，２０２１）［１１～１２］、提升创新集聚水平（张涵，２０２１）［１３］以及改善
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陈晨和张广胜，２０２０）［１４］；产业层面，创新型城市推动了产业人口转移和结构高级
化（胡兆廉等，２０２０）［１５］；企业层面，创新型城市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顾小龙等，２０２１）［１６］和企
业创新水平（杨仁发和李胜胜，２０２０；闫昊生等，２０２１；郭丰等，２０２１）［１７～１９］。然而，鲜有文献考察城市
创新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另一相关文献是关于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宏观制度方面，包括贸易自由化（余淼杰和袁

东，２０１６）［２０］、最低工资政策（赵瑞丽等，２０１８）［２１］和政府补贴（高翔和黄建忠，２０１９）［２２］等因素；中观
产业方面，涉及产业政策（戴小勇和成力为，２０１９）［２３］、产业集聚（沈鸿和向训勇，２０１７）［２４］、制造业服
务化（成丽红和孙天阳，２０２０）［２５］和服务业开放（李方静，２０１９）［２６］等因素；微观企业方面，有企业出口
（刘

"

仁和黄建忠，２０１５）［２７］、产品创新（刘
"

仁和黄建忠，２０１６）［１］以及融资约束（李宏亮和谢建国，
２０１８）［２８］等因素。

日益复杂的技术结构促使企业采用协同研发的方式来实现创新（周开国等，２０１７）［２９］，而城市发
展带来的人才聚集有利于知识交流和企业创新（王永进和张国峰，２０１５）［３０］，为企业提升创新效率提
供了理想环境（Ｃｏｍｂｅｓ等，２０１２）［３１］，因此基于城市维度来探讨创新对企业加成率及分散度的影响，
对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一

是基于拓展的Ｍｅｌｉｔｚ和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８）［３２］模型（简称Ｍ－Ｏ模型），深入探讨了城市创新对企业加成
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理论上补充了现有文献；二是首次结合城市创新力指数与中国企业微观数

据，系统全面地考察了城市创新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通过构造多个工具变量来解决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获得较为稳健可信的结论，从经验上丰富了既有文献；三是进一步比较了城

市创新对出口与内销企业加成率的差异化影响，得出城市创新更能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的结论，对于

提升中国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与Ｍ－Ｏ模型类似，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设定为：

Ｕ＝ｑ０＋α∫ｉ∈Ωｑｉｄｉ－（１／２）γ∫ｉ∈Ωｑｉ２ｄｉ－（１／２）η（∫ｉ∈Ωｑｉｄｉ）２ （１）

其中，ｑ０和ｑｉ分别为基准产品０和第ｉ种产品的消费量，Ω表示差异化产品种类的集合，α、η和γ均为
正的与需求相关参数。

具体地，参数α和η反映了差异品种和基准产品之间的替代模式：α的增加和η的减少都转移了对
差异品种相对于基准产品的需求；γ刻画了非基准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当极限情况下γ＝０时，产品品

种之间是完美的替代品，消费者只关心自己在所有品种上的消费水平，此时Ｑ＝∫ｉ∈Ωｑｉｄｉ。随着消费者
对不同品种间消费水平分布的重视程度的增加，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也随之增加。

所有商品的边际效用是有限的，因此消费者可能对任何特定商品没有正需求。假设消费者对基准

商品有正需求，即ｑ０ ＞０，则每个品种ｉ的反向需求则为：
ｐｉ＝α－γｑｉ－ηＱ （２）
令Ω ∈Ω为被消费的品种的子集，且ｑｉ＞０。根据式（２）可以转换得到这些品种的线性市场需求

函数为：

Ｑｉ≡Ｌｑｉ＝αＬ／（ηＮ＋γ）－（Ｌ／γ）ｐｉ＋ηＮ／（ηＮ＋γ）（Ｌ／γ）ｐ，ｉ∈Ω （３）

此处Ｎ表示子集Ω 中消费品种的数量，ｐ为平均价格（ｐ＝（１／Ｎ）∫ｉ∈Ωｐｉｄｉ）。集合Ω 是Ω的最
大子集，且满足：

ｐｉ≤１／（ηＮ＋γ）（γα＋ηＮｐ）≡ｐｍａｘ （４）
（４）式中，ｐｍａｘ为某商品品种需求为０时的价格，根据式（２）可知ｐｍａｘ≤α。与ＣＥＳ需求的情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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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需求的价格弹性为：

εｉ≡ （ｑｉ／ｐｉ）／（ｐｉ／ｑｉ） ＝［（ｐｍａｘ／ｐｉ）－１］
－１ （５）

结合式（４）和（５）可知，较低的平均价格ｐ或较多的竞争品种Ｎ导致Ｐｍａｘ的下降，进而引致需求的
价格弹性εｉ在任何给定的ｐｉ上的增加。

假设某产品加成率的定义式为 μ＝ｐ／ｃ，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刘"

仁和黄建

忠，２０１５）［２７］①：
μｉ＝（１－ εｉ

－１）－１ ＝１＋１／（εｉ －１） （６）
求导得：

ｄμｉ＝－（εｉ －１）
－２ｄεｉ （７）

由（７）式可知ｄμｉ／ｄ｜εｉ｜＝－（｜εｉ｜－１）
－２＜０。结合式（３）～（７）可知，平均价格与企业产品加

成率为正相关关系，即当平均价格上升时，将推动产品价格上限的提升，进而降低需求弹性，从而提升

企业产品加成率。

据ｃ＝１／φ（Ｍｅｌｉｔｚ和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８）［３２］可将加成率定义式改写为μ＝ｐφ。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城
市创新或创新型城市能够通过提高企业集聚程度和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杨仁发和

李胜胜，２０２０）［１７］；通过资源倾斜效应和策略性创新促进国有企业专利申请量的提升（闫昊生等，
２０２１）［１８］；通过创新环境的改善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提升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郭丰等，２０２１）［１９］。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产品定价能力（刘

"

仁和黄建忠，２０１６；黄先海等，
２０１８）［１］［３］，进而促进企业加成率的提升。此外，城市创新或创新型城市通过释放积极信号以吸引机
构投资者入驻，提高企业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实现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顾小龙等，

２０２１）［１６］，进而提升企业加成率。故提出假设：
Ｈ１：其他条件不变时，城市创新能力越强，越能够提升企业的加成率。
结合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令城市创新水平对企业生产率和企业定价能力的影响参数分别为 ω

（＞０）和υ（＞０），此时城市创新与企业加成率的关系表示为：μ＝ｐωφυ，即城市创新水平与企业生产率
和企业定价能力皆为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别求偏导可得：

μ／ω＝（ｐ／ω）（μ／ｐ）＝ωｐω－１φυ ＞０，μ／υ＝（ｐ／υ）（μ／ｐ）＝υｐωφυ－１ ＞０ （８）
故提出假设：

Ｈ２：城市创新通过提升生产率与增强产品定价能力提高企业加成率。
由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行为存在差异，因此，城市创新对其加成率的影响机制也可能存在异质

性（刘
"

仁和黄建忠，２０１６）［１］。城市创新对内销和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新贸
易理论认为受出口固定成本的影响，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较高。而高生产率的企业具有高加成率

（ＤｅＬｏｅｃｋｅｒ和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２０１２）［６］，即选择效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由于出口市场大于内销市场，因而
前者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即竞争效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典型化事实分析表明，城市创新可能对
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更大。故提出假设：

Ｈ３ａ：城市创新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中国企业运行的重要特征之一为各类偏向性政策在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中被享受到（张天华和张

少华，２０１６）［３３］。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一方面国有企业能够获取更多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其受地方政
府的影响更强（闫昊生等，２０２１）［１８］，进而影响企业加成率的提升。故提出假设：

Ｈ３ｂ：城市创新对国有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产品创新引致的生产率提升从而降低了企业边际成本，进而促进加成率的提升（刘

"

仁和黄建

忠，２０１６）［１］。产品创新可能受产品特点的影响：同质性产品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生产技术，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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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加成率表达式代入式（５）得εｉ≡｛［ｐｍａｘ／（μｉ·ｃｉ）］－１｝
－１。企业利润最大化时可知ｐｍａｘ≡ｃ，故整理可得μｉ＝

（１－｜εｉ｜
－１）－１。



空间较小，因而对加成率的影响较小；差异化产品生产所需的技术复杂程度较高，产品创新空间较大，

因而对加成率的影响较大。故提出假设：

Ｈ３ｃ：城市创新对差异化产品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通常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偏离甚至远离技术前沿，主要依靠成本优势，对新技术的应用程度

不足，从而限制其创新能力（Ｚａｈｒａ和 Ｇｅｏｒｇｅ，２００２）［３４］；而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具有技术和知识密集
的特征，故较为接近技术前沿（蔡窻，２０１１）［３５］，其出口更容易引致创新行为（Ａｇｈｉｏｎ等，２０１８）［３６］。故
提出假设：

Ｈ３ｄ：城市创新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实际上，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重要方式便是考察自变量对加成率分布状况的影响。当资源

配置效率越高时，对应的加成率分布越均匀（Ｌｕ和 Ｙｕ，２０１５）［７］。一方面，创新能力较强企业因优胜
劣汰机制下的选择效应而促进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企业市场定价能力因创新带来的产品质量提升

和产品差异化而增强。上述情况将导致高效率企业存续与低效率企业退出的现象并存，从而促使企

业间加成率的分散度下降。与此同时，资源禀赋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以及企业间学习追

赶效应的显现，有利于实现企业加成率提升与企业间加成率分散度下降的双重收益，从而促进资源配

置优化。故提出假设：

Ｈ４：城市创新能够降低企业间加成率分散度。

四、计量模型设定、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城市创新与企业加成率之间的关系，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ｍｋｕｐｃｊｉｔ＝α＋β×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ｃｔ＋θ×Ｆｃｊｉｔ＋ρ×Ｉｃｊｔ＋δ×Ｃｃｔ＋νｉ＋νｔ＋εｃｊｉｔ （９）
（９）式中，下角标 ｃ、ｊ、ｉ和 ｔ分别代表城市、行业、企业和年份，ｌｎｍｋｕｐ表示企业加成率取自然对数，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为城市创新力指数取自然对数。重要的是系数β，当预期β＞０，即城市创新促进了企业加
成率的提升。Ｆ、Ｉ和Ｃ分别代表企业、行业和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νｉ、νｔ为控制不可观测的企业、年份
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下面将对各变量的测度进行详细说明。

（二）变量测度

１．企业加成率
利用 ＤＷ 结构模型方法（ＤｅＬｏｅｃｋｅｒ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２０１２）［６］测度企业加成率，公式为 μｊｉｔ＝

θＸｊｉｔ（α
Ｘ
ｊｉｔ）

－１，其中θＸ表示中间品投入的产出弹性，αＸ＝ｐＸＸ／ｐＱ表示中间品投入份额①。采用超越对数

形式的生产函数确保参数估计有效性②。首先，利用 ＬＰ法（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和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３）［３７］估计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然后将其作为代理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获得因变量的估计值；其次采用 ＧＭＭ方法（广
义矩估计）估计中间品投入的产出弹性；最后，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企业加成率③。

２．城市创新
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３３８个城市的创新力指数衡量城市创新能力④，该指数综合了城市创新指数

和城市创业指数。基于专利更新模型，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以２００１年为基期，将全国专
利价值总量进行标准化（记为１００），获得城市创新指数。基于国家工商局的企业注册资本数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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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实践中很难观测到物理产出数量和投入数量，因此直接计算的中间品投入份额可能会产生偏差。借鉴 ＤｅＬｏ
ｅｃｋｅｒ和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２０１２）两步法，根据第一阶段估计得到的残差对工业总产值进行调整，通过中间品投入与调整后的
工业总产值比值来计算份额。

Ｙｊｉｔ＝βｋｋｊｉｔ＋βｌｌｊｉｔ＋βｍｍｊｉｔ＋βｋｋ（ｋｊｉｔ）
２＋βｌｌ（ｌｊｉｔ）

２＋βｍｍ（ｍｊｉｔ）
２＋βｋｌｋｊｉｔｌｊｉｔ＋βｋｍｋｊｉｔｍｊｉｔ＋βｌｍｌｊｉｔｍｊｉｔ＋βｋｌｍｋｊｉｔｌｊｉｔｍｊｉｔ＋ωｊｉｔ

＋εｊｉｔ。其中，ｙ、ｋ、ｌ和ｍ分别代表产出、资本、劳动和中间品投入，β为投入弹性，ω为生产率。

对二分位制造业行业测算的企业加成率总体均值为１３６７，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黄先海等，２０１６）。
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２０１７》。



２００５年为基期，将全国新成立企业注册资本总额进行标准化（记为１００），获得城市创业指数。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年，全国创新指数增长了２１３倍，全国创业指数增长了７４倍。综合两个指数的城市排名，最终
获得城市创新力指数。图１显示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全国创新指数呈现指数化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率
为２７８７％。结合城市创新力指数和测算而得的企业加成率，图２汇总了内销企业、出口企业和全部
企业样本中二者的线性拟合关系。不难发现，三个样本皆呈现典型的正相关关系，且出口企业拟合线

最为陡峭。由此，可初步认为城市创新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全国城市创新力指数变化趋势

图２　城市创新与企业加成率线性拟合图

３．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企业年龄（ａｇｅ）采用当年减企业开工年份加１衡量。其值越高表明企业存活时间越

长、适应能力越强，有助于企业获取较高的加成率；资本劳动比（ｋｌｒ）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与就业人
数之比取自然对数衡量。其值越大表明企业资本比重越大，获取加成率的能力也越强；企业规模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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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ｓｉｚｅ）采用企业就业人数取自然对数衡量。其值越大表明企业越可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升加
成率；出口企业哑变量（ｅｘｐｏｒｔ）以出口交货值是否大于０为标准①，出口企业取值为１，否则为０；所有
制哑变量根据企业注册类型划分为国有（ｓｏｅ）、集体（ｃｏｅ）、民营（ｐｏｅ）、外资（ｆｏｅ）和港澳台（ｈｏｅ）五种
类型②，属于该类型时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具体估计时以集体企业为参照，从而控制了所有制固
定效应。

行业层面：行业集中度（ｈｈｉ），以四分位行业中企业销售额与行业销售额之比的平方之和表示，取
值为０～１之间。其值越高表明行业垄断越严重，企业越能获取较高的加成率。

城市层面：对数城市人均ＧＤＰ（ｌｎｐｅｒｇｄｐ）用来测度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其值越高，表明城市需求
越高，容易引发企业激烈竞争，从而降低了加成率（赵瑞丽等，２０１８）［２１］；对数城市平均工资
（ｌｎａｖｗｃｉｔｙ）用来衡量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其值越高越有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倒逼作用（林炜，
２０１３）［３８］，从而促进了企业加成率提升；对数城市人口密度（ｌｎｐｏｐａｇｇ），单位为人／平方公里，用来衡量
城市集聚程度。城市集聚同时产生了对企业加成率正向影响的集聚效应和负向影响的拥堵效应，其

净效应决定了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三）数据说明

本文计量分析中测度企业和行业层面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
该数据库报告了细化的企业财务指标，如工业增加值、企业销售额和职工工资等。借鉴王贵东

（２０１７）［３９］的方法，结合序贯识别和省内交叉识别的方法对企业重新编码，并将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ＧＢ／
Ｔ４７５４－１９９４）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年的行业代码按照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标准统一调整。
参考余淼杰和袁东（２０１６）［２０］的方法对样本异常值进行处理并仅保留制造业企业样本（即二分位行业
代码１３～４３）。测度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将样本期
内出现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统一到２０１３年版的中国地级市行政区划代码。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创新
力指数来自２０１７年《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按照城市代码和年份将三套数据进行合并，得到
基准估计使用的２８３个城市、４１３３２４家企业和９７９０９９个样本③。此外，以２００１年为基期，使用来自国
家统计局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份价格指数对相关数据进行平减，具体为：企业工业总产值、

增加值、销售额和城市人均ＧＤＰ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中间品投入用工业品购进价格指数平
减，企业资本存量参考黄先海等（２０１６）［８］使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获得，并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城
市人均工资用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表１汇总了主要变量的测度结果。

表１　主要变量的测度结果

名称 含义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ｌｎｍｋｕｐ 取自然对数的企业加成率 ９８２２６３ －４．４８７ １．７６７ ０．３１３ ０．５０４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取自然对数的城市创新力指数 ９８２２６３ －５．２７２ ４．６６８ ０．０２８ １．７８６

ａｇｅ 企业年龄 ９８２２６３ １ ５９ １０．９３０ １０．７３２

ｋｌｒ 取自然对数的资本劳动比 ９８２２６３ －６．７８９ ７．３４７ ３．６６７ １．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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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的出口交货值通过与经济普查数据匹配获得。
由于２００７年后部分年份未报告各类企业资本金信息，因此使用注册类型进行划分。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样本中，

按照企业该类资本金占实收资本金的比重是否大于５０％的标准进行划分时，本文结论保持不变，留存备索。
与现有文献一致，本文基准回归使用质量较好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合并数据进行分析，而稳健性分析包含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数据。但由于２０１０年数据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并未纳入计量分析。对于样本中指标缺失的相关数据，
如增加值等，借鉴聂辉华等（２０１２）［４０］、陈林（２０１８）［４１］和余淼杰等（２０１８）［４２］的方法进行补齐，备索。



表１（续）

名称 含义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ｆｓｉｚｅ 取自然对数的企业就业人数 ９８２２６３ １．６０９ ８．４６５ ４．７２９ １．１２３

ｈｈｉ 行业集中度 ９８２２６３ ０．０１０ ０．６８０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０

ｅｘｐｏｒｔ 出口企业＝１，否则＝０ ９８２２６３ ０ １ ０．２８０ ０．４４９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取自然对数的城市人均ＧＤＰ ９８２２６３ ０．６４９ ５．００６ ３．０８５ ０．７４４

ｌｎａｖｗｃｉｔｙ 取自然对数的城市平均工资 ９８２２６３ １．５６１ ３．８９８ ２．５７７ ０．３６７

ｌｎｐｏｐａｇｇ 取自然对数的城市人口密度 ９８２２６３ １．５３８ ７．８８９ ６．３３８ ０．６８２

　　资料来源：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五、城市创新与企业加成率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基本回归与结果汇总

文章检验了城市创新对企业加成率的总体影响，即对模型（９）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２。为稳健
起见，使用逐步加入变量的方法进行汇总。具体为：表２第（１）列仅考察城市创新对企业加成率的影
响，发现城市创新指标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高度显著为正，即城市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加成率，初步验证了假
设Ｈ１。表２第（２）～（４）列依次加入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以及年份固定效应，表明城市创新指
标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依然高度显著为正，即城市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加成率，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Ｈ１。然后，
在模型（９）的基础上又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结论依然稳健①。

（二）稳健性分析

尽管以逐步加入变量的方式能够较好克服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部分展现了结论的稳健

性，但仍会有测量偏误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２第（１）列为使用 ＡＣＦ法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等，２０１５）［４３］测度的企业加成率（ｌｎｍｋｕｐ＿ＡＣＦ）替换被解释变量，然后对模型（９）重新估
计。结果显示：指标替换后，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的估计系数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
准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被解释变量的指标替换并未改变核心结论。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混合面板模型 混合面板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ａｇ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ｋｌｒ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ｆｓｉｚｅ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ｈｈｉ
０．６５９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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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１） （２） （３） （４） （５）

混合面板模型 混合面板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ｓｏｅ
０．２３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ｐｏｅ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ｆｏｅ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ｈｏｅ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ｌｎａｖｗｃｉｔｙ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ｌｎｐｏｐａｇｇ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５０ ０．２０１ ０．５９５ ０．７２９ ０．７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ｆｉｒｍ－ｆｉｘｅｄ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ｉｘｅｄ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 ９８２２６３ ９７９６７０ ８３３５４０ ８３３５４０ ８３３５４０

Ｒ２ ０．００２ ０．１７６ ０．８３７ ０．８３７ ０．８４１

　　注：、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２第（２）和第（３）列使用其他城市创新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尝试构建城市综合创新指
数。囿于数据可得性，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指标构建。其中，创新产出规模

指标利用专利数量测度；人力资源指标使用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人数测度；政府创新环境指标使用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和教育事业费支出三个指标测度；创新转化指标使用科研综合技

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测度；创新市场规模指标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测度。对

于各指标使用去量纲的数据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然后将各个标准化指标进行汇总，获得综合指标。

重新估计结果表明，城市创新综合指数（ｉｎｎｏ＿ｃｉｔｙ）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并未
改变文章的核心结论。此外，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测算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包含了城

市内新建企业进入、外来投资、风险投资以及专利数据等多个维度。使用该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

果发现区域创新创业指数（ｄｏｕｂｌｅ＿ｉｎｎｏ）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再次表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并未改变
核心结论。第（４）和第（５）列是将样本期拓展到２０１３年，对模型（９）重新估计。其中，前者是与基准
回归样本数据直接合并，后者则考虑到２０１１年后工业企业数据库筛选企业的口径发生改变，即非国
有企业标准由５００万调整为２０００万，因而将基准回归样本（即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样本）中低于２０００万的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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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企业样本剔除，然后重新估计①。不难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的估计系数仍高度显著
为正，表明本文核心结论并未因样本期不同而改变，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再次验证了假设 Ｈ１。表３第
（６）列是基于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创新型城市试点是中国政
府为了培养经济发展新动能、建设创新辐射引领作用强的区域创新中心而制定的国家战略，２００８年将
深圳确定为首个创新型城市试点。本文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共６１个创新型城市作为处理组（ｔｒｅａｔ＝
１）②，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ｔｒｅａｔ＝０）。设立为创新型城市前，令 ｐｏｓｔ取值为０；设立当年及以后，则
ｐｏｓｔ取值为１。将模型（９）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交叉项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进行再次
估计。第７列又汇报了使用基于 ｌｏｇｉｔ方法的０．０５卡尺内有放回的１∶１近邻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法
（ＰＳＭ－ＤＩＤ）进行再估计的结果③。综上所述，表３后两列结果皆显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高度显著为正，说明文章的核心结论并未因变换估计方法而发生变化。

为了核心结论的稳健起见，在数据可获取的条件下，补充了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第

一，贸易自由化。通过控制中间品关税（ｔａｒｉｆｆ＿Ｉ）和最终品关税（ｔａｒｉｆｆ＿Ｆ）予以实现，数据来自 ＷＴＯ
Ｔａｒｉｆｆ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ｙ，通过将ＨＳ６位码产品关税合并为ＩＳＩＣ四位码行业关税，再与ＣＩＣ四位码行业
进行转换。第二，最低工资。通过加入取自然对数后城市月最低工资（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予以控制，数据来
自各省份、市政府网站手动收集整理。第三，补贴。通过补贴强度（ｓｕｂｓｉｄｙ）予以控制，采取企业补贴
收入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来测度。第四，产品创新。通过新产品研发强度（ｎｅｗｐｒｏｄ）予以控制，以企
业新产品产值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来衡量。第五，融资约束。通过企业利息支付率（ｉｎｔｅｒａｔｉｏ）予以
控制，用企业利息支出与总负债之比表示。表４各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控制以上影响因素后，文章的
核心结论仍未发生本质的变化。

表３　稳健性分析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因变量指标 自变量指标 自变量指标 样本拓展 样本拓展 双重差分 匹配－双重差分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０．０２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ｉｎｎｏ＿ｃｉｔｙ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４）

ｄｏｕｂｌｅ＿ｉｎｎｏ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８３３５４０ ７５０９６６ ８３１５４３ ２８１００８１ ２７９４８４７ ２７９４８４７ １１５１２００

Ｒ２ ０．８３５ ０．８５１ ０．６９２ ０．９２８ ０．９２９ ０．９２９ ０．６６１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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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借鉴王贵东（２０１７）方法，以２０１１年为基期对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０万元标准使用省级工业
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后，再予以删减。

６１个创新型城市名单具体为：２００８年的深圳；２０１０年的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包头、太原、大连、沈阳、哈尔
滨、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宁波、嘉兴、合肥、福州、厦门、景德镇、南昌、济南、烟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海口、

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宝鸡、西安、兰州、西宁、银川、昌吉、石河子；２０１１年的秦皇岛、呼和浩特、长春、连云港、镇江、洛
阳；２０１２年的南通、郑州、乌鲁木齐；２０１３年的杭州、泰州、盐城、扬州、湖州、萍乡、济宁、青岛、南阳、襄阳、宜昌、遵义。

均通过检验，限于篇幅，未汇报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留存备索。



表４　稳健性分析ＩＩ

（１） （２） （３） （４） （５）

关税 最低工资 补贴 新产品 融资约束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ｔａｒｉｆｆ＿Ｉ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ｔａｒｉｆｆ＿Ｆ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６）

ｎｅｗｐｒｏ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ｉｎｔｅｒａｔｉｏ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４２６００ ８３１７１９ ８３１８５２ ８３１８６１ ８３１８５６

Ｒ２ ０．８７１ ０．８５３ ０．８５２ ０．８５５ ０．８５３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内生性分析

虽然城市创新力与企业加成率属于不同层面的指标，从而弱化了双向因果引致的内生性问

题，但为稳健起见，仍将使用工具变量法予以控制。借鉴已有文献，选取以下三个工具变量进行

分析：第一，滞后一期城市创新力指数（Ｌ．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将滞后一期城市创新力指数作为当期
城市创新力指数的工具变量，并使用 ２ＳＬＳ方法进行估计。第二，省级创新力指数（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ｐ）。类似于 Ｆｉｓｍａｎ和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７）［４４］方法，使用省级创新力指数作为城市创新力指数的工
具变量。这是因为，即使企业加成率能够影响城市层面的创新能力，但也很难对省级层面的创

新能力发生作用。而省级层面的创新能力与城市层面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因此，该工具变量

基本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约束条件。第三，省内其他城市创新力指数均值（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ｏ）。
与马光荣和李力行（２０１２）［４５］相似，由于省份内各城市之间关联性较强，因而省份内其他城市平
均创新能力对该城市创新能力具有较强影响。但某城市内的企业加成率对其他城市平均创新能

力的影响微乎其微。因而，这一工具变量也能够较好地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的约束条件。表 ５
显示，分别使用三个工具变量的重新估计，城市创新指标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皆高度显著为正，可见，本
文并不存在严重的双向因果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核心结论得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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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内生性分析

（１） （２） （３）

滞后一期 省级创新指数 省内其他城市均值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Ｋ－ＰＬＭ
７．１ｅ＋０４
（０．０００）

５．３ｅ＋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１．４１１
（０．００１）

Ｃ－ＤＦ
２．９ｅ＋０６
［１６．３８］

４．４ｅ＋０５
［１６．３８］

７７１．７７５
［１６．３８］

Ｋ－ＰＦ
３．１ｅ＋０５
［１６．３８］

４．１ｅ＋０５
［１６．３８］

４６．７７４
［１６．３８］

Ｎ ４９０４３７ ８３３５４０ ８３３５４０

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２

第一阶段

Ｌ．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０．９７４

（０．００２）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ｐ
０．９１８

（０．００１）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ｏ
０．９２８

（０．１３６）

Ｆ ３．１ｅ＋０５ ４．１ｅ＋０５ ４６．７７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小括号内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中括号内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在

１０％水平上临界值；Ｋ－ＰＬＭ表示无法识别检验的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值；Ｃ－ＤＦ和Ｋ－ＰＦ分别表示弱工具

变量检验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和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统计值。

（四）影响机制分析

究竟何种原因导致了城市创新促进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呢？由于加成率ｍｋｕｐ可以表示为企业定价
Ｐ与边际成本ｍｃ的比值，即ｍｋｕｐ＝Ｐ／ｍｃ，而边际成本近似于生产率ｔｆｐ的倒数，即ｍｃ≈１／ｔｆｐ，从而可
得ｍｋｕｐ＝Ｐ×ｔｆｐ，即等号两边取对数为ｌｎｍｋｕｐ＝ｌｎＰ＋ｌｎｔｆｐ。利用数据估计出的企业生产率和加成
率，可间接得到企业定价信息（Ｌｕ和 Ｙｕ，２０１５）［７］，即 ｌｎＰ ＝ｌｎｍｋｕｐ－ｌｎｔｆｐ。借鉴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４６］方法，构建以生产率ｌｎｔｆｐ（即生产率效应）和企业定价ｌｎＰ（即价格效应）为中介变量
的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城市创新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渠道。设定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ｌｎｍｋｕｐｃｊｉｔ＝α０＋α×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ｃｔ＋θ×Ｆｃｊｉｔ＋ρ×Ｉｃｊｔ＋δ×Ｃｃｔ＋νｉ＋νｔ＋εｃｊｉｔ （１０）
ｌｎｔｆｐｃｊｉｔ＝β０＋β×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ｃｔ＋θ×Ｆｃｊｉｔ＋ρ×Ｉｃｊｔ＋δ×Ｃｃｔ＋νｉ＋νｔ＋εｃｊｉｔ （１１）
ｌｎＰｃｊｉｔ＝γ０＋γ×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ｃｔ＋θ×Ｆｃｊｉｔ＋ρ×Ｉｃｊｔ＋δ×Ｃｃｔ＋νｉ＋νｔ＋εｃｊｉｔ （１２）
ｌｎｍｋｕｐｃｊｉｔ＝λ０＋λ×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ｃｔ＋ψ×ｌｎｔｆｐｃｊｉｔ＋η×ｌｎＰｃｊｉｔ＋θ×Ｆｃｊｉｔ＋ρ×Ｉｃｊｔ＋δ×Ｃｃｔ＋νｉ＋ν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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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ｃｊｉｔ （１３）
上述各式中控制变量的含义与模型（９）一致，估计结果汇总见表６。其中，第（１）列与表２第（４）

列一致，用于对照分析。第（２）、（３）列是对模型（１１）、（１２）的估计，结果表明城市创新显著提升了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定价能力，与前述理论分析一致。第（４）列是对模型（１３）的估计，即在控制
了企业生产率和产品定价能力之后，城市创新仍然显著提升了企业加成率，但其估计系数小于基准估

计值（０．０００＜０．０２８），说明存在中介效应（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４６］，即城市创新通过生产率效应和
价格效应促进了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从而验证了假设Ｈ２。基于稳健性考虑，借鉴Ｓｏｂｅｌ（１９８７）［４７］方法
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一步检验。

表６　影响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４）

加成率 生产率 价格 加成率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０．０２８ ０．２３１ ０．１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ｌｎｔｆｐ
０．６９８

（０．００１）

ｌｎＰ
０．７０１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８３３５４０ ８３３５４０ ８３３５４０ ８３３５４０

Ｒ２ ０．８３７ ０．７６７ ０．７５６ ０．９９８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首先计算标准误Ｓβψ和Ｓγη，通过表６中所需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标准误计算可得：Ｓβψ ＝０００５，Ｓγη
＝０００４；然后计算Ｚ值：Ｚβψ ＝β^ψ^／Ｓβψ ＝３５７８，Ｚγη＝γ^η^／Ｓγη＝３０１３。结果表明，Ｚ值皆大于１％显
著水平的临界值２５８，因而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即城市创新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价格效应促进了企业加
成率的提升。此外，参考温忠麟等（２００４）［４８］的方法，考察生产率效应与价格效应的相对大小。一种方
法是比较Ｉ１ｌｎｔｆｐ ＝β^ψ^／λ^＝４０２４５和Ｉ

１
ｌｎＰ ＝γ^η^／λ^＝３３１３８所计算的数值大小，而另一种方法是比较

Ｉ２ｌｎｔｆｐ ＝β^ψ^／（β^ψ^＋λ^）＝０９９８和Ｉ
２
ｌｎＰ ＝γ^η^／（γ^η^＋λ^）＝０９９７。以上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均表明，生

产率效应大于价格效应，即城市创新更多通过生产率效应推动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从而验证了假

设Ｈ２。
（五）异质性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从出口状态、所有制特征、产品特点和要素密集度四个方面来讨论城市创新对异

质性企业加成率的影响。

１．出口状态
表７第（１）、（２）列报告了子样本的分组估计结果，初步发现城市创新更能促进出口企业加成率

的提升，从而验证了假设Ｈ３ａ。关于分样本似无相关检验（ＳＵＥＳＴ）结果表明，拒绝了“组间估计系数
无差异”的原假设。使用“是否出口”哑变量（ｅｘｐｏｒｔ）与核心解释变量（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的交叉项（ｉｎｎｏ×
ｅｘｐ）进行再次验证，结果汇总见第（３）列。结果显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正，从而再次验证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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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创新更能促进出口企业加成率提升的结论。选择效应的发挥会受到市场机制或企业出口份额

的影响（刘
"

仁和黄建忠，２０１５）［２７］，故分别使用城市创新力与市场化指数（ｍｋｔ）①、企业出口份额（ｅｘ
ｐｒ）②构建交叉项ｉｎｎｏ×ｍｋｔ和ｉｎｎｏ×ｅｘｐｒ，加入模型（９）进行估计，结果汇总见第（４）、（５）列，结果表明
提高市场化水平或增加企业出口份额，城市创新对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将逐渐增强。总之，相较于

内销企业，城市创新主要通过选择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提高、企业

出口份额增加，这一促进作用将更显著。

表７　异质性分析Ｉ：内销ｖｓ．出口

（１） （２） （３） （４） （５）

内销企业 出口企业 交叉项 市场化指数 出口份额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ｉｎｎｏ×ｅｘ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ｉｎｎｏ×ｍｋ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ｉｎｎｏ×ｅｘｐ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ＵＥＳＴ
４５０６．６８
（０．０００）

—

Ｎ ５７３８４０ ２２７５６３ ８３３５４０ ８３３５４０ ８３３５４２

Ｒ２ ０．８４２ ０．８５１ ０．８３７ ０．８３７ ０．８３７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相关检验（ＳＵＥＳＴ）汇报了卡方χ２值和
Ｐ值（括号内）。

２．所有制特征
与前文划分所有制类型的方法一致，将总样本分为本土和外资企业两类，估计结果汇总见表８第

（１）、（２）列。不难发现，城市创新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加成率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前者的
促进作用更大③，从而验证了假设Ｈ３ｂ。
３．产品特点
借鉴Ｒａｕｃｈ（１９９６）［５０］对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分类，表８第（３）、（４）两列汇报了按自由估计方法

（ｌｉｂｅｒａｌ）分类的估计结果。通过观察可知，城市创新对同质和差异产品行业企业的加成率皆具有显著
地促进作用，但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从而验证了假设Ｈ３ｃ。
４．要素密集度
以资本密集度（ｋｌｒ）均值为划分标准④，表８第（５）、（６）两列结果表明，城市创新对劳动密集和资

·３８·

　李冬，杨晓亮：城市创新能力、企业市场势力与资源配置效率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于樊纲等（２０１０）［４９］的书中。
使用出口交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

使用交叉项的方法进行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未汇报备索，下同。

低于均值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其余为资本密集型。使用中值划分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未汇报备索。



本密集行业企业的加成率皆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从而验证了假设Ｈ３ｄ。

表８　异质性分析Ｉ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同质产品 差异产品 劳动密集 资本密集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ＵＥＳＴ
８６１６８．２８ １７７９．３４ ２７３６．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 １４６６９３ ５８５３６１ １９５８８９ ５４５４７４ ５１１７２８ ４６６５８０

Ｒ２ ０．８３２ ０．８３２ ０．８３０ ０．８４３ ０．８３１ ０．８４１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六）扩展性分析

为了考察城市创新对企业间加成率分布的影响，文章选取多个加成率分散度指标①：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Ｄ）、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Ｖ）、泰尔指数（ＴｈｅｉｌＩｎｄｅｘ，ＴＩ）、相对均值
离差（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ＲＭＤ）、平均对数离差（Ｍｅａｎ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ＭＬＤ）。表９估计结果
表明，城市创新指标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的估计系数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城市创新对行业内
企业间加成率的分散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而改善了城市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即验证了假设Ｈ４。

表９　城市创新与行业加成率分散度

（１） （２） （３） （４） （５）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泰尔指数 相对均值离差 平均对数离差

ｌｎＩｎｎｏＩｎｄｅｘ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３０２０ １３０２０ １３０２０ １３０２０ １３０２０

Ｒ２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１ ０．７２５ ０．３１１ ０．５８１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拓展的Ｍ－Ｏ模型，使用中国企业和城市层面数据，考察了城市创新与企业加成率之间
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城市创新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价格效应两个路径提升了企业加成率。异质

性方面，城市创新更能促进出口企业、国有企业、差异产品行业企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加成率的

提升。此外，通过降低行业内企业间的加成率分散度，城市创新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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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政府部门应根据城市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有助于

城市内企业提高研发投入、促进协同创新的激励政策，加快研发创新的成果转化。第二，加快市场化

改革的步伐，建立健全进入或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国内外市场的选择效应，促进企业间加成率分布更

加均匀，改善资源错配状况。第三，制定相关配套措施，为城市和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

提高城市创新活力与企业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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