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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门槛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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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选取中国 28 个制造业行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关联的门槛模型分析方法，在贸

易开放的视角下，对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在集聚

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有门槛效应的存在，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愈发显著。同时，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时，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

体现在技术进步上，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反而有负面影响，这可能与集聚水平过高所导致的负外部性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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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术界对于集聚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遵循着从古典区位理论到静态新经济地理理

论再到新经济地理理论动态化的演进框架在进行。尽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有所不同，但现有的集聚

经济理论主要认为经济集聚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技术外溢以及鼓励竞争等渠道促

进生产率的提高。
事实上，从实证角度来看，与理论分析相一致，支持集聚促进生产率增长这一结论的文献大量存

在。例如，Segal［1］、Moomaw［2］、Tabuchi［3］、Fogarty 和 Garofalo［4］等以规模为主要代理变量，对经济集

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所得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集聚经济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Ciccone 和 Hall［5］、Dekle 和 Eaton［6］、Ottaviano 和 Pinelli［7］等用经济活动密度来表征

集聚经济，分别运用日本、美国、芬兰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集聚经济对地区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有少量研究通过考察产业结构的外部性来检验集聚与生产率之间的关

系，其中，Moomaw［8］、Capello［9］、Forni 和 Paba［10］、Desmet 和 Fafchamps［11］等所得的研究结论认为，对

于大部分制造业行业而言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都会促进生产率的增长。
虽然理论上的分析认为经济集聚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众多实证检验也证明了集聚对生产率增

长的促进，但从现有的实证检验结果来看，不支持集聚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文献仍然存在。例如，Bee-
son［12］选取美国制造业州一级数据，用两阶段估计方法检验集聚经济和生产率的关系，结果并没有发

现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Bode［13］基于德国数据的研究也发现，经济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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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促进作用。Rice 和 Venables［14］在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英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时发现，劳动

生产率与人口密度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Bautista［15］基于墨西哥 32 个州 1994 ～ 2000 年的数据，用

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来表征集聚经济，也得出了与此相类似的结论。
现实经济中很难找到支持集聚促进生产率增长的确切证据，这说明集聚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对

应着生产率增长，可能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集聚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探究有哪些因素

在影响着集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对于这一领域的学者们来说成为了一种现实所需。事实上，对于

集聚影响生产率增长的经济条件，现有的研究已经有所涉及，但从这些文献所考察的条件变量来看，

这些研究主要把关注的侧重点放在了对集聚规模和水平的考察上［16 17］，重点探讨的仍然是集聚规模

变化过程中集聚与生产率增长非线性关系的存在，而缺乏对其他经济条件变量的考察。
在此背景下，我们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征，尝试在开放的视角下，就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增长之

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之所以选择贸易开放的视角，除去理论层面的因素外，还出于以下

经济现实的考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也日渐明

显，东部沿海 11 个省市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48% 上升到 2009
年的 62%。伴随着经济增长差异的扩大，东部省市越来越多的聚集了中国大量的劳动力、资本等生

产要素，并形成了诸如长三角制造业带、珠三角制造业带、京津制造业带以及山东半岛制造业带等多

个产业集聚区。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产业集聚地区，不但制造业产业的集聚水平较高，其

对外贸易的开放水平也较高，产业集聚与贸易开放呈现了相伴相随的特征。在此情况下，如若单纯将

生产率增长归因于产业的集聚，而不考虑贸易开放的效应，则未免有失偏颇。因而，从中国的现实实

践出发，在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应当充分考虑贸易开放的作用，将产业集聚、贸
易开放与生产率增长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此外，在贸易开放视角下重新探讨并检验产业集聚

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对于切实分析影响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制定相应政策以进一步促进

中国的生产率增长也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说明

以 Melitz［18］、Bernard 等［19］、Melitz 和 Ottaviano［20］等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在存在企业

进入的沉淀成本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可以通过促进要素资源和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来提高产业的平

均生产率。这一思想与 Greenaway 和 Kneller［21］以及 Clerides［22］等所持的产业集聚能够通过产生正的

外部效应从而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沉淀成本的观点相融合，这为分析集聚通过贸易开放进而影响生

产率增长的这一逻辑框架打开了思路。
开放条件下，集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会受到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其具体作用机制在于: 贸易

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水平提高所带来的进入成本的降低，会促使企业更加容易进入到国内、国外市

场，而随着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增多，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引发对国内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进而

使得要素价格上涨、企业利润空间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势必会因入不敷出

而被迫退出市场，随着这些低效企业的退出，市场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将会得以提高。而海外市场规模

越大，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后，市场扩张所带来的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就会更为明显，相应的国内企业

利润的降低也就更为显著，结果便是被迫退出市场的低生产率的企业数目增多，重新均衡后，整个行

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也就更为明显。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集聚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在开放条件下，

集聚对于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往往随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增大。因此，为进一步探究并检验集

聚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选取贸易开放为研究视角，对集聚、贸易开放与生产率增长之间

的关系作一尝试性研究。选取中国的制造业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生产率的代

理变量，以重点检验贸易开放在产业集聚促进中国生产率增长过程中所可能发挥的重要条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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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贸易开放的这种条件作用，本文的实证过程主要是采用了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与

此同时，为更进一步分析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作用途径，我们还在实证检验时将全要素

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部分，以考察在贸易开放条件下，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

要是通过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得以实现的。
1． 门槛模型检验方法

采用 Hansen［23］所提出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以存在单一的贸易开放门槛值为

例，使用如( 1) 式的模型来进行分析。

yit =
ai + X* θ + λ1* IAit + εit TOit≤γ
ai + X* θ + λ2* IAit + εit TOit ＞{ γ

( 1)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本文用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下标代表相应的产业和时间。X 和 IA 分别

表示控制变量矩阵和产业集聚变量，θ 和 λ 则为相应变量的参数向量，TOit是贸易开放条件变量，γ 是

贸易开放变量的门槛值。εit为白噪声项。当 λ1≠λ2 时，说明在产业集聚影响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有

门槛效应存在。而本文就是要对门槛值的存在进行考察并对其大小进行估计。同时，依据各变量的

门槛值，对样本进行内生分组，来分析不同贸易开放水平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将( 1) 式写成单一方程的形式如下:

yit = ai + X* θ + λ2* IAit + ( λ1 － λ2 ) * IAit{ TOit≤γ} + εit ( 2)

其中，{ TOit≤γ} 为一指示函数。在回归方程中，门槛变量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作为一个未知

量进入到回归方程中，因此在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时，首先必须对门槛值的大小进行识别。将门槛变

量中的各个观测值均作为可能的门槛值逐一进行考察，由于( 2) 式是一个线性方程形式，对于任意给

定的一个门槛值，均可以通过最小二乘估计得到各个参数的估计值，从而计算出相应的残差平方和，

而根据 Hansen［23］提供的算法，门槛值 γ 的估计值就是使得残差平方和最小的 γ 值。即:

γ̂ = arg min
γ
Sn ( γ) ( 3)

对于模型中不只存在一个门槛值的情况，可以在估计出第一个门槛值的基础上，假设第二个门槛

值为 γ2，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表示为:

S2 ( γ2 ) =
S( γ̂，γ2 ) if γ̂ ＜ γ2

S( γ2，γ̂) if γ2 ＜ γ{ ^
( 4)

同样，使残差平方和最小的 γ2 值就是所要估计的第二个门槛值，即:

γ̂2 = arg min
γ2

S2 ( γ2 ) ( 5)

由于第一个门槛值的估计是在假设不存在 γ2 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估计结果是非有效的，为此，

应在假定第二个门槛估计值γ̂2 保持不变的基础上，依照残差平方和最小的准则重新估计第一个门槛

值。如果模型中存在更多门槛，可以以此方法类推，对更多的门槛值进行估计。
在完成对贸易开放变量门槛值的估计之后，就可以依据门槛值，对变量进行内生分组，从而对不

同区间内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小进行比较分析。
2． 分析方程及数据说明

综合考虑一些可能会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实证检验时将门槛模型设

定为如下形式:

TFP = c + θ1SCA + θ2CAPP + θ3RE + θ4FDI + βGINII( TRADE，γ) + e ( 6)

( 1)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是回归分析的被解释变量，实际分析时采用累积的全要素生产率

的增长数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 Malmquist 指数方法加以测算，同时

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部分。在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中，用到的投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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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变量分别为制造业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就业人数和工业增加值，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涉

及到价值的指标分别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 2) 门槛变量与门槛依赖变量: 由于分析的目的在于检验不同贸易开放水平下产业集聚对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贸易开放度( TRADE) 成为门槛变量，产业集聚成为门槛依赖变量。由于中国

缺乏按国民经济行业标准分类的产业层面的进出口数据，因此以各产业出口交货值占产业总产值的

比值来表示相应产业的贸易开放水平。而产业集聚则主要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方法进行测量，用某个

地区某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除以该地区全部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

的比重来加以表示，基尼系数越大，表明集聚程度越高，产业在地理上的分布愈集中。β 为集聚对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系数，I( TRADE，γ) 为指示函数，γ 为门槛值。
( 3) 控制变量: 为了与产业层面的数据特征相对应，这一部分主要使用如下四个控制变量指标，

分别为行业规模( SCA) 、要素比例( CAPP) 、研发投入( RE) 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 。行业规模用进行

价格调整之后的行业工业总产值与规模以上厂商数目的比表示，要素比例用行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

劳动投入的比表示; 研发投入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占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加以衡量，外商

直接投资用外资企业总资产占相应整个行业的总资产的比作为衡量指标。θ1、θ2、θ3 和 θ4 分别为四

个解释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系数。
这一部分所涉及到的研究对象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下的 28 个制造业行业，以及中国大陆除

海南、西藏、重庆和四川外的 27 个省市自治区。分省分行业的全部从业人员数据来自《中国劳动就

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数据在线( China Data Online) 数据库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1 ～ 2007 年。
三、制造业行业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检验结果

1． 行业贸易开放度门槛值的识别

应用门槛模型对制造业行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贸易开放门槛效应进行检验，首先

需要识别门槛值的大小。为使估计结果更加形象直观地表现出来，这里采用基于最小二乘的似然比

统计量 LR 对门槛值进行识别。LR 可表示为:

图 1 单一门槛值的识别

LR( γ) = n S( γ) － S( γ̂)
S( γ̂)

( 7)

可见当 LR( γ) = 0 时，γ = γ̂，因此能使 LR 取值为零的

门槛变量值即为估计的门槛值。图 1 为单一门槛模型中

似然比 LR 作为门槛变量 TRADE 的函数趋势图，图中 LR
与横轴的交点，即为模型估计的门槛值，通过观察发现此

时门槛值为 0． 1539。此外，图中虚线表示 95% 置信水平

上的 LR 临界值，水平虚线穿越图中 LR 趋势线的区间为所

识别门槛值的置信区间，观察发现单一门槛值识别的置信

区间为［0． 1539，0． 1614］，全部 196 个样本中有 3 个样本

落在了 95% 置信区间的范围内，门槛值的识别是较为显

著的。
在识别出第一个门槛值的基础上，估计双门槛模型，对可能存在的第二个门槛值进行识别，结果

显示识别出的第二个门槛值为 0． 0880，置信区间为［0． 0414，0． 5297］( 此图略去) 。由于置信区间范

围太宽，门槛值的具体位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此，这里以第一个门槛值 0． 1539 为界，分别对门

槛变量小于 0． 1539 和大于 0． 1539 的样本各进行一次门槛回归，以进一步判断识别出的第二个门槛

值是否显著。两次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大于 0． 1539 的样本中并没有门槛值的存在，而小于 0．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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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中识别出的门槛值为 0． 0880，证实了识别出的第二个门槛值的可靠性。如图 2 所示，第二次

识别这一门槛值的置信区间为［0． 0880，0． 0882］，此时，全部样本中只有 3 个样本落在了 95% 置信区

图 2 第二个门槛值的识别

间的范围内，此次识别是较为显著的。在此基础上对第一

个门槛值的重新识别如图 3 所示，置信区间为［0． 1539，

0． 1576］，只有 2 个样本落在了置信区间的范围内，门槛值

是较为确定的，这进一步印证了双门槛模型的显著性。
2． 行业贸易开放度样本的内生分组结果

根据所识别出的贸易开放度门槛值的大小，可以把样

本分为三个不同的样本区间。具体为较低贸易开放度区

间( TRADE≤0． 0880 ) 、中等贸易开放度区间 ( 0． 0880 ＜
TRADE≤ 0． 1539 ) 和 较 高 贸 易 开 放 度 区 间 ( TRADE ＞
0． 1539) 。表 1 描绘出了 2001 ～ 2007 年每个子样本区间

内产业个数占总产业个数的百分比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图 3 第一个门槛值的重新识别

由表 1 数据可以看出，在 2001 ～ 2007 年期间，不同

样本区间内产业的个数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整体上

看，在 2001 ～ 2007 年，处于中等贸易开放度区间内的产

业个数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并没有出现明

显的变化，除去 2002 年和 2007 年外，其余年份中等贸易

开放度的产业占总产业个数的百分比一直稳定在 30%
左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较低贸易开放度区间内产业

的个数呈现出递减趋势，产业个数占总产业个数的比重

从 2001 年的 32% 逐渐下降到 2006 年的 21% ，2007 年金

融危机发生后，全世界的国际贸易受到了较大影响，相应

的，较低贸易开放度区间内的产业个数也有所增加。此

外，与较低贸易开放度区间内产业个数不断减少的趋势相对应，较高贸易开放度区间内产业个数

占总产业个数的比重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上升趋势，占比从 2001 年的 36% 逐渐上升到了 2006 年的
表 1 2001 ～ 2007 年每个区间内产业个数所占总数百分比 ( 单位: % )

区间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TRADE≤0． 0880 32 39 29 21 21 21 32

0． 0880 ＜ TRADE≤0． 1539 32 22 29 32 32 32 25
TRADE ＞ 0． 1539 36 39 42 47 47 47 43

47%，增加了接近三分之一，即使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 2007 年，中

国较高贸易开放度区间内产业个

数占 总 产 业 个 数 的 比 重 也 在

40%以上。这说明，新世纪后，中

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深入展开促进了中国产业对外贸易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使得中国整体的贸易

开放度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通过考察不同年份不同产业的样本区间情况( 见表 2) ，可以发现，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贸

易开放度的子样本内，产业的构成情况有所差异，但整体来看区间内产业的贸易开放度与集聚程度之

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产业其集聚程度也较高，如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

藤等制品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

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程度普遍较高，这些产业均处在较高贸易开放度区间内，而

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食品及饮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等制造业大多都处在中低贸易开放度区间内。产业的集聚程度与贸易开放水平之间存在的这

种相互对应关系对于集聚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企业所面临的沉淀成本，进而更有利于企业进入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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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展对外贸易的理论给予了一定的印证。
表 2 2001 ～ 2007 年每个区间内具体所包含的产业

2001 2003 2005 2007

区间 1

烟 草 制 品 业; 饮 料 制 造
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仪器仪
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
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食品
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饮料制
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纤维
制 造 业; 造 纸 及 纸 制 品
业; 交 通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烟草制品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饮
料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化学纤维
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烟草制品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饮料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化学纤维制造
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非金 属 矿 物 制
品业

区间 2

医药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
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 工 业;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木
材加工及竹藤等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印
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 医药制造业; 食品
制 造 业;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医 药 制 造 业; 食 品 制 造
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
复制;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食品制
造业; 医药制造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
的复制;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区间 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橡 胶 制 品 业; 塑 料 制 品
业; 金属制品业; 纺织业;
家具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 服装及其他
纤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
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等制品
业; 橡胶制品业; 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 塑料制
品业; 金属制品业; 纺织
业; 家具制造业; 仪器仪
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
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
毛及其制品业; 文教体育
用品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木材加
工及竹藤等制品业; 塑料
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 纺
织业; 金属制品业; 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服装
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
品业; 家具制造业; 仪器
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
造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等制品业; 纺织业; 塑
料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服装及其他纤
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
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
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3．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及讨论

依据识别出的门槛值将样本数据进行内生分组后，接下来可以对不同贸易开放度水平下产业集

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具体的作用途径进行分析。根据模型( 6) 构造双门槛模型如下:

TFP = c + θ1SCA + θ2CAPP + θ3RE + θ4FDI + β1GINII( TRADE≤ γ2 ) +
β2GINII( γ2 ＜ TRADE≤ γ1 ) + β3GINII( TRADE ＞ γ1 ) + e ( 8)

在分析具体的作用途径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 TECH) 和技术效率( TE) 两部分

( 两者也都采用指数累积形式) ，并用 TECH 和 TE 替代( 8) 式中的 TFP。与此同时，为了与线性模型

回归的结果加以比较，这里也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三者进行了线性模型估计，估计

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首先观察各控制变量的符号和统计显著性。可以发现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

程中，市场规模、要素比例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的符号为正，并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这说明随着行

业规模的增大、要素投入中资本投入的增加以及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资产的增多，行业平均的生产率

水平获得了显著提高。而从控制变量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具体途径看，在以技术进步为被解释

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市场规模、要素比例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的符号在统计上显著为正; 而在以技

术效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只有要素比例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产业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变

量的符号都显著为负。这说明虽然行业规模的增大、资本投入比例的增加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

流入都显著促进了中国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作用途径却并不一致。要素投入比例的优化无论对

于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而言都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产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个数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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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则对行业技术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其对行业整体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

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实现的。
表 3 集聚通过贸易开放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估计结果

因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

估计方法 OLS TR OLS TR OLS TR

常数项
－ 0． 328*

( 0． 201)
－ 0． 464＊＊＊
( 0． 181)

－ 0． 6107＊＊＊
( 0． 239)

－ 0． 789＊＊＊
( 0． 215)

1． 144＊＊＊
( 0． 011)

0． 980＊＊＊
( 0． 075)

产业规模
0． 039*

( 0． 021)
0． 035*

( 0． 019)
0． 053＊＊
( 0． 024)

0． 068＊＊＊
( 0． 022)

－ 0． 007
( 0． 008)

－ 0． 016＊＊
( 0． 008)

要素比例
0． 065＊＊＊
( 0． 014)

0． 064＊＊＊
( 0． 012)

0． 049＊＊＊
( 0． 017)

0． 044＊＊＊
( 0． 015)

0． 011＊＊
( 0． 005)

0． 012＊＊
( 0． 005)

研发投入
3． 012

( 2． 322)
2． 756

( 2． 057)
2． 391

( 2． 760)
1． 263

( 2． 439)
0． 342

( 0． 866)
0． 711

( 0． 848)

外商直接投资
2． 489＊＊＊
( 0． 704)

2． 505＊＊＊
( 0． 603)

4． 404＊＊＊
( 0． 836)

4． 846＊＊＊
( 0． 715)

－ 0． 622＊＊
( 0． 262)

－ 0． 814＊＊＊
( 0． 249)

产业集聚② 11． 285＊＊
( 4． 969)

25． 630＊＊＊
( 5． 904)

－ 5． 282＊＊＊
( 1． 852)

区间 1 2． 347
( 3． 422)

－ 6． 660*

( 4． 057)
4． 249＊＊＊
( 1． 412)

区间 2 － 6． 313＊＊
( 2． 685)

－ 3． 954
( 3． 184)

－ 0． 804
( 1． 108)

区间 3 12． 36666＊＊＊
( 2． 304103)

18． 08651＊＊＊
( 2． 731793)

－ 1． 629494*

( ． 9504679)

观测值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重点检验产业的集聚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以发现，在线性模型中，产业集聚与贸易开

放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逐渐

增加。同时，相比于线性回归模型，在区分了不同水平的贸易开放度之后，门槛回归的结果相对更为

丰富。在三个不同贸易开放度的区间内，产业集聚的系数大小以及显著性水平均有较大差异。按贸

易开放水平由低到高的区间排列，产业集聚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2． 34、－ 6． 31 和 12． 37，同时在较低的

贸易开放度区间内，产业集聚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当贸易开放程度较低时，并没有明显的证据

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行业平均生产率的提高。而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当行

业出口交货值与行业总产值的比重越过 8． 8% 这一门槛之后，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

开始变得显著，但在这个区间内，二者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并不利于促进行业生

产率的增加。随着产业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贸易开放度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时，产业集聚变

量的系数开始由负转正，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一个单位的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会带来 12． 37 个单位

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增加，说明在这个区间内，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的提高。这与我们的理论分析相一致，中国的制造业行业集聚能够通过贸易开放实现要素资源与市

场份额的重新分配，随着生产率较低企业的退出，行业的整体生产率最终得以改善，只不过贸易开放

要达到较高水平，集聚通过贸易开放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才能显著地体现出来。
进一步检验不同贸易开放水平下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具体作用渠道，可以发现，当贸易开放

程度较低时，在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为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回归方程中，产业集聚变量系数的符号恰

好相反，并都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说明在这一区间内产业集聚在促进技术效率提高的同时，却限制了

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反映在整体生产率水平上便是产业集聚效应不显著。同时，还可以发现，随着

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并且最终由负转正，而其对技术效率提

高的贡献却越来越小，符号也最终由正转负。这进一步说明了不同贸易开放水平下产业集聚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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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促进作用的大小差异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这一渠道实现的。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的技术效率往往

因产业集聚水平过高而受到过度竞争、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集聚负外部性的影响，当贸易开放水平

较高时，与此对应的产业集聚水平也较高，因而此时集聚对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也就更为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对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贸易开放门槛效应

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对产业集聚通过贸易开放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渠道做了进一步

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和启示: 第一，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贸易开放门槛

效应，两个门槛值将贸易开放水平划分为较低、中等和较高三个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较低贸易开

放度区间内的产业个数不断减少，而较高贸易开放度区间内的产业个数趋于上升，总体而言，中国制

造业行业的贸易开放程度正在逐步提高。与此同时，不同贸易开放度区间内产业的集聚程度也各有

不同，较低贸易开放度区间内产业的集聚程度较低，而较高贸易开放度区间内的产业集聚程度普遍较

高。第二，门槛回归结果显示，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逐步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逐渐变得显著，尤其当贸易开放水平跨越较高区间的门槛之后，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

促进作用将尤为突出。贸易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更多是通过技术进步

体现出来的，而产业集聚对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却随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变小，最终产业集聚

阻碍了技术效率的进一步改善。第三，由上述结论，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

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因此进一步加大贸易开放力度，更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

效应的发挥。但与此同时，虽然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能够通过贸易开放促进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然而较高贸易开放水平下，产业集聚产生的负外部性对中国制造业效率改善的制约也同样值得关注。
如何在开放条件下，通过集聚效应的发挥，既能推进技术进步又能实现效率改善则是下一步研究需要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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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东部 11 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②在线性模型估计中，为反映集聚通过贸易开放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产业集聚变量以集聚与贸易开放度乘积

项的形式进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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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lomeration，Trade Openness and TFP Growth: A Test of
Threshold Effect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Branches

Wang Lili
( 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non-linear relational threshold model，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the nexus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TFP growth of China's 28 manufacturing branch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sh-

old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exist． In the case of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the effects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TFP growth

will be more remarkable，and technical progress is the main channel through which agglomeration promote TFP． However，on

the other hand，agglomeration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he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 scenario，which

may relate to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high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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