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目前，中国制造

业总量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高达 30%以上。然而，资源是有限的，目前研发

资源在我国仍然是较为稀缺的资源。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科技创新资源并不充足，在此情况下，提高

研发投入产出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有效利用

研发资源，提高单位技术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是我

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效

率及其影响因素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SFA）方
法，首先对制造业中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效

率进行测度和对比，接着深入挖掘影响不同所有制

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因素，最后提出了提高制造业

技术创新效率的政策建议。

二、技术创新效率文献回顾

技术创新效率（TIE）这一概念最早由 Afriat
（1972）提出，是指研发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这里的

技术效率是指如果一个可行的投入产出向量是技术

有效的，那么在不增加投入（或者不减少产出）的情

况下，技术上不可能增加产出（或减少投入）。目前国

内外学者在测度技术创新效率时运用的方法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参数法，如由Aigner等（1977）、Meeusen
等（1977）共同提出的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另

一种是非参数法，如Chames等（1978）提出的数据包

络分析（DEA）方法。Gong和 Sickles（1992）指出，在

模型设定合理且使用面板数据的情况下，SFA方法

会得到比DEA方法更好的估计结果，因此本文运用

SFA方法。

前沿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可采用C-D生产函

数、CES生产函数以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C-D
和CES生产函数都假设技术中性且产出弹性固定，

缺乏灵活性；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任意生产函

数的二阶泰勒近似，形式上更为灵活，且考虑了技术

进步、投入要素间的替代效应以及投入要素与生存

率的交互效应，能够有效避免由于函数误设导致的

误差。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

SFA方法。

现有关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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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与绩效的评价、创新模式以

及创新的动力机制的研究上，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效

率的研究相对不多。已有的文献中，学者多是以某个

地区的制造业或者以制造业中某个子行业为样本展

开研究。

孙汉杰等（2014）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中 18个样

本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对比研究，发

现东北三省制造业无效率程度达到 70%。徐志仓

（2015）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饮料制造业的

技术创新效率，发现该行业技术创新效率呈增长态

势，且与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存在绝对

收敛关系。上述研究都没有对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

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陈海强等（2015）运用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

析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发现融

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夏海

力等（2016）测算了苏州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

并分析了集群创新等因素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但是上述研究仅分析了影响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

某一个因素，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

拓展：第一，在样本的选择上，本文基于国家层面而

非地区层面，以制造业所有行业而非某个子行业为

样本。第二，本文分别测算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含港澳台企业）的技术创新效

率，并进行了对比研究。第三，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

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出口导向程度、技术获取和改

造费用支出以及盈利能力 5个方面，对不同所有制

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由于历年统计年鉴上统计口径的变化，本文选

取了制造业中 25个 2位码的行业进行研究，统计口

径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外资企业

（含港澳台）。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工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

（一）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的分析，这里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来分析制造业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随机前沿

分析方法的一般形式为：

yit=f（xit，β）exp（vit-uit） （1）
式（1）中，y代表产出变量，x为投入变量，i代表

行业，t代表时间，β为待估参数向量，（vit-uit）为复

合误差项，vit和uit相互独立。其中：vit代表随机误差

项，是非可控因素，具有随机性，用来计算系统非效

率，常假设 vit ~ i.i.dN（0， ）。uit是技术误差项，是

可控因素，用来计算技术无效率，常假设uit ~N（zitδ，
）。其中，zit为技术无效率项的解释变量，且有 uit=

uiexp［-η（t-T）］，参数η表示时间因素对技术无效

率项 uit的影响。另外，设定方差参数γ= 。其

中，γ的值介于 0到 1之间，表示复合误差项方差中

技术无效率项方差所占的比重。γ越趋近于 1，说明

误差项主要来自技术无效率项，采用随机前沿生产

模型就越合适。

制造业各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经济学含义为：

在控制随机冲击因素的影响后，各行业实际技术创

新产出水平与最大可能的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之间的

比值，其技术创新效率TEit的表达式为：

TEit=
yit

f (xit β)exp(vit)
=

f (xit β)exp(vit)exp(-uit)
f (xit β)exp(vit)

=exp（-uit） （2）
式（2）中，当 uit>0时，TEit<1，表明各行业的生

产活动存在技术无效率；uit=0，TEit=1，表明各行业

的生产活动是技术有效的。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研究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

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如下：

LnYit=β0+β1LnRDit+β2LnRDPit+
1/2β3（LnRDit）

2+1/2β4（LnRDPit）
2+

β5LnRDitLnRDPit+Vit-Uit （3）
在式（3）中，Y、RD、RDP分别表示制造业新产

品销售收入、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i代表

行业，t代表年份。β0为常数项，β1 ~ β5为待估向量。

Vit-Uit代表方程的随机误差项。Vit代表系统中不可

控因素冲击所引致的随机误差标量，假定其服从正

态分布N（0， ），且独立于Uit。Uit为研发活动过程

中的无效率项，假设其服从截尾正态分布N（Mit，

）。

（二）变量选取及处理

本文重点研究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出口导向、

技术获取及改造情况、盈利能力等因素等对研发活

动技术无效率的影响，因此建立以下无效率函数：

Mit=λ0+λ1SCALEit+λ2MSit+λ3EXPORTit+
λ4TECHit+λ5PROFITit+εit （4）

式（4）中，λ0为待估常数，SCALE、MS、EXPORT、
TECH、PROFIT分别表示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出

口导向、技术获取及改造情况、盈利能力等变量，λ1、

λ2、λ3、λ4、λ5为相关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假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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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正态分布N（0， ）。可以采用LR及γ统计量来

判定此模型的适用性。其中，γ表示随机误差项中技

术无效所占权重大小，γ= （0≤γ≤1）。

下面分别对式（3）和式（4）式中相关变量的选取

及处理作一个说明。

1. 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创新活动中最基本的

要素包括创新过程中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现有

文献在衡量创新过程中的资本投入时，一般采用

R&D经费这一指标；而关于创新过程中的劳动投

入，则大多采用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这一指标。

在创新产出（Y）指标的选取上，本研究采用新

产品销售收入衡量技术创新产出。国内很多学者利

用专利申请数量（牛泽东等，2012）或者新产品产值

（邓路，2010）来衡量技术创新的产出，本文认为，这

两种指标都没有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可靠。从专利

申请数量这一指标来看，它会受到专利授权机构偏

好的影响，而且总体上我国企业的专利意识不强；从

新产品产值这一指标来看，它仅代表新产品被生产

出来了，而未考虑新产品是否被销售出去，是否转换

成了市场价值。而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这一指标则

综合考虑了企业的创新成果及其价值实现。对于新

产品销售收入，按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

平减（以2009年为基期）。

对于R&D经费的核算，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

核算公式为：

RDit=（1-δ）RDi（t-1）+Eit （5）
其中，RDit代表 i产业 t年时经过平减处理后的

R&D 存量，Eit 为 i 产业第 t 年经过平减后的当年

R&D投入量，δ为折旧率。本文采用《中国科技统计

年鉴》上“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

部支出”数据来估算R&D资本存量。以2009年为基

期，假定研发资本的增长率等于E的增长率，R&D

的初始值为RDi0=
Ei0

（g+ δ），g为E的年均增长率。本

研究根据样本数据，先计算各行业 2009 ~ 2013年每

年的R&D经费投入增长率，然后求出各行业的算

术平均数，将其作为各行业的增长率。研发资本的折

旧率 δ的取值则参考 Griliches 等（1984）、吴延兵

（2008）的做法，将其设定为15%。

在对R&D进行平减处理时，对于R&D价格指

数的构建，学者们采用了多种方法。Jaff（1972）利用

非金融企业中工资价格指数和GNP隐含指数的加

权平均值度量R&D支出价格指数；朱平芳和徐伟

民（2003）将其设定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消费

者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权重分别为 0.45和 0.55。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09 ~
2015各年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劳务费”和“仪器

设备费”平均比重基本相同，鉴于此，本研究将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赋予相同的权

重，都设为0.5，R&D价格指数（PI）即为两者的平均

数，即：

PI=（F+C）/2 （6）
式（6）中，F代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C代表

消费者价格指数。

对于研发人员投入项（RDP），采用R&D活动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年）数值。

2. 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1）企业规模（SCALE）。目前理论界对于企业

规模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争议，Pavitt
等（1987）认为企业规模和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呈“U”

型关系，小型和大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高，而中

等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低。Chen 和 Chien
（2004）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规模经

济效应，企业规模越大，成本分摊优势越明显，研发

回报也会越高，从而技术创新效率也越高。本文采用

各行业的平均企业规模，用“工业销售产值除以企业

数量”来衡量制造业各企业的规模。

（2）市场结构（MS）。Schumpeter（1943）认为，垄

断与研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市场集中度高的

行业中企业的研发动力更足。Yi（1999）认为，小过程

创新（Small Process Innovation）收益随着产业内企

业个数的增多而减少，即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

企业的技术创新。一般采用赫芬达指数（HHI）来衡

量市场结构。但由于制造业中相关数据无法获取，因

此本文采用各行业所有企业的数量来近似衡量行业

竞争程度。

（3）出口指标（EXPORT）。余官胜（2011）基于

联立方程组的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和技术创新存在

相互促进的关系，任何促进技术创新或出口贸易的

政策都能够同时促进这两者的发展。本研究采用出

口交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来度量出口导向因素对制

造业不同行业的影响。

（4）技术获取及改造情况（TECH）。目前中国制

造业自主创新能力较低，主要依靠引进、购买技术并

对其进行消化吸收来进行集成创新。因此，引入该指

标可以更好地度量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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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该变量为引进技术经费支出、消化吸收经费支

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四

项支出之和，同样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消

费者价格指数的平均数对其进行平减。

（5）盈利能力（PROFIT）。有学者的研究表明，

行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行业内资

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会使得行业资源投入产

生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效

率（项本武、齐峰，2015）。本文采用各行业利润总和

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来衡量。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及

对比

在上文的基础上，通过软件Frontier 4.1运行得到

制造业 2009 ~ 2015年各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值。限

于篇幅，只列出2009 ~ 2015年的均值，如表1所示。

从表 1可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制造业实

际技术创新效率水平仅达到了最大可能技术创新水

平的60% ~ 70%。在所研究的25个行业中，文教体育

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创

新效率值最低，均在 0.3左右；技术创新效率较高的

行业有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

燃料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技

术创新效率值均在0.9以上。

制造业内资企业中，技术创新效率较低的行业

有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这些行

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值均小于 0.55；技术创新效率较

高的行业有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的

技术创新效率值均在0.9以上。

外资（含港澳台）企业的制造业实际技术创新效

率水平仅为最大可能技术创新水平的 60%左右。其

中，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文教体育

用品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值较低，均低于 0.4；而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值较高，均在0.9
以上。

此外，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制造业各行业技术创

新效率的高低，本文运用三类企业各行业技术创新

效率的平均值进行对比研究，如下图所示（数据来源

同表1）。
通过下图的比较可知，在制造业不同行业中，不

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在大

部分行业中，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都低

于其他两类制造业企业，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一

般是跨国公司，其研发部门大多设立在总部，而在我

国的分（子）公司的研发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只进行生

产工艺和产品技术的调整与改良，因而外资企业在

中国的技术创新效率比上述两类企业要低。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

分析

在比较了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的大小之后，接下来对各类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了如下回归结果，如表 2。仔

细分析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均 值

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

0.879
0.878
0.731
0.537
0.541
0.570
0.603
0.325
0.750
0.926
0.301
0.934
0.570
0.399
0.719
0.680
0.525
0.857
0.757
0.509
0.694
0.604
0.931
0.819
0.598
0.665

内资
企业

0.764
0.581
0.586
0.901
0.914
0.856
0.775
0.739
0.727
0.623
0.582
0.795
0.634
0.519
0.709
0.703
0.541
0.690
0.820
0.661
0.578
0.533
0.927
0.916
0.448
0.701

外资
企业

0.752
0.596
0.553
0.518
0.502
0.701
0.556
0.523
0.847
0.353
0.389
0.676
0.693
0.371
0.924
0.427
0.498
0.912
0.644
0.564
0.740
0.439
0.945
0.530
0.522
0.607

表 1 不同所有制企业2009 ~ 2015年制造业
各行业技术创新效率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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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D 投入的产出弹性分析。从表 2可以看

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R&D投入的产出弹性差异

较大。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LnRD和 LnRDP
每增加 1%，技术创新产出分别增加 0.4007%和

0.2070%，但 LnRD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在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中，研发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效率并

无明显促进作用。在内资企业中，LnRD和 LnRDP
每增加 1%，技术创新的产出分别增加 0.4305%和

0.3451%，说明在内资企业中，研发资本投入比研发

人员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在外资企

业中，LnRD和LnRDP每增加 1%，技术创新的产出

分别增加 0.2563%和 0.3630%，但前者并不显著，这

说明在外资企业中，研发人员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

进作用更显著。这一结果与外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的区位分工有关。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一般集中在

跨国公司的总部，耗资占跨国公司研发总经费中相

当大的比重；而跨国公司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分（子）

公司，其研发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只承接生产工艺和

产品本土化的技术调整和改良部分，耗资也相对较

少。因此，对于外资企业而言，要想不断推出适合本

地市场的新产品，拥有一支熟悉本地市场、密切关注

市场动向的科研队伍比研发投入更为重要。

2. 企业规模（SCALE）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从分析结果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内资、外资企业

的企业规模（SCALE）的系数分别为-0.0053、-0.0225
和-0.0016，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制造业

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技术创

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性，大型企业在技术创

新中占据优势地位。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既是由技术

创新自身的特性造成的，也是由当前中小企业融资

难造成的。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是一项具有较强不

确定性的活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前提是具备较

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受

到制约，即“熊彼特约束”。在发达国家，一些中小企

业凭借着较充足的人力资本和较完善的资本市场，

进而可以不受“熊彼特约束”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在

中国，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受到的“熊彼特约

束”较为明显。中国现行的资本市场政策及货币政策

具有大型企业及国有企业导向性，中小企业很难通

过银行体系及资本市场获得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

此外，当人力成本上升时，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将

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这就导致中小企业极少进行

自主创新，而是选择跟随行业内的大型企业或垄断

企业进行技术方面的模仿与跟进，从而导致其技术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纺织业

饮料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国
有
及
国
有
控
股
企
业

内
资
企
业

外
资
（
含
港
澳
台
）
企
业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均值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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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效率较大型企业要低。

3. 市场结构（MS）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国有

及国有控股、内资、外资企业的企业规模（MS）的系

数分别为-0.0266、-0.2109和-0.0392，且后两者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制造业企业个数增多有利

于促进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内资企业MS的系数

显著大于其他两类企业，说明这种促进作用在内资

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结合上文所述的企业规模

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该结果表明，较大的企业规模和

充分的市场竞争共同作用，能够促进制造业技术创

新效率的提高。

4. 出口导向程度（EXPORT）对技术创新效率

的影响。通过表2可以看出，国有及国有控股、内资、

外资企业出口导向程度（EXPORT）的系数分别为

0.8350、-0.0405和 0.5366，但内资企业出口导向程

度的系数并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制造业出口对技术

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且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中这种抑制作用更加明显。通过相关年份的《中国工

业统计年鉴》数据可知，2008年至今，中国制造业出

口导向虽呈下降趋势，但一直维持在12%以上。一些

行业，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

出口导向程度更是高达 54.14%。如此高的出口导向

程度，本可以通过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来提高自身

的技术创新效率，但实际上出口对技术创新效率不

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具有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由于

中国大部分出口品为低端技术产品。

5. 技术获取和改造费用支出（TECH）对技术创

新效率的影响。从分析结果来看，技术获取和改造费

用支出（TECH）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国有及国有控股、内资、外资企业TECH的系数

分别为-0.5219、-0.8309和-0.0288，且均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制造业企业中，技术获取和改造

费用支出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通过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TECH的系数可知，

在内资企业中，制造业技术获取和改造费用支出对

该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最后是外资企业。这一结论与中国制造

业发展现状是非常吻合的。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自

主创新的比重较小，许多核心技术都是依靠国外购

买或引进，因此技术引进费用的增加促进了技术创

新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6. 盈利能力（PROFIT）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

响。制造业各行业的盈利能力（PROFIT）对该产业

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国有

及国有控股、内资、外资企业PROFIT的系数分别为

2.1603、0.8873和1.5956，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

明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与其盈利能力无显

著关系。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比测算我国制

前沿生产函数

常数C

LnRD

LnRDP

LnRD2

LnRDP2

LnRD2

技术无效函数

常数C

SCALE

MS

EXPORT

TECH

PROFIT

α2

γ
单边LR检验

对数似然函数值

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

9.2923∗∗∗
（5.3021）

0.4007
（1.3492）

0.2070∗∗
（2.0119）

0.0979∗
（1.9056）

-0.4624∗
（1.7531）

-0.6053∗
（-0.3075）

0.4352∗
（1.6812）

-0.0053∗
（-1.9750）

-0.0266
（-0.7863）

0.8350∗∗
（2.2466）

-0.5219∗
（-1.9804）

2.1603
（0.3324）

0.2098∗∗∗
（8.9028）

0.8330∗∗∗
（4.2292）

6.7036

-79.9327

内资企业

20.4092∗∗∗
（11.0402）

0.4305∗∗
（2.3302）

0.3451∗∗∗
（4.3019）

0.0766∗
（1.8726）

0.0656∗
（0.1867）

-0.3027
（-0.5420）

2.9346
（1.3902）

-0.0225∗∗∗
（-2.7435）

-0.2109∗∗
（-2.2026）

-0.0405
（0.7936）

-0.8309∗∗
（-2.5122）

0.8873
（0.1692）

0.4102∗∗∗
（5.0013）

0.8539∗∗∗
（3.9833）

25.3121

-42.1543

外资企业
（含港澳台）

14.6452∗∗∗
（5.9837）

0.2563
（1.2127）

0.3630∗∗
（2.3413）

0.1185
（-0.8417）

-1.3702∗∗
（2.2111）

0.6392∗
（1.8204）

1.0932
（0.2035）

-0.0016∗
（-1.8549）

-0.0392∗
（-1.8734）

0.5366∗∗∗
（5.8310）

-0.0288∗∗∗
（-2.7813）

1.5956
（0.2104）

0.2176∗∗∗
（4.2095）

0.8617∗∗∗
（4.2074）

37.5672

-84.2019

表 2 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注：技术无效率函数中系数为正表示该变量对技术

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系数为负表示该变量对技术创

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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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含

港澳台）的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了以下

结论：①2009 ~ 2015年期间，在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

业中均存在技术无效率，整体而言实际技术创新效

率水平仅达到了最大可能技术创新水平的 60% ~
70%；②不同所有制企业样本行业技术效率值差异

较大；③从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

素来看：企业规模的扩大、技术获取及改造费用的增

加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企业个数增多有

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在

内资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出口导向程度的提高

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行业盈利能力对技

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影响。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高中国制造业不同所有制

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基于实

证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提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R&D经费的使用

效率。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

《201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
中国R&D经费投入总额为 14169.9亿元，同比增长

8.9%，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R&D经费第二大投入

国。然而，中国R&D经费使用效率非常低。据统计，

中国科研经费使用效率极低，万亿元经费中有 60%
用在开会出差上，只有40%真正用在研发活动上。这

一现状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R&D经费投入排在

世界前列，但是R&D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了。这也说明，在加大研发投资力度的同时，更重要

的是采取措施着力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

2. 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于制造业内资

企业中的中小型企业而言，资金短缺是其开展研发

活动时面临的最大问题。研发活动具有高风险性，因

此中小企业在开展研发活动时往往比较谨慎，其自

身并没有很强的研发动机和意愿，需要依靠政府给

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的小企

业尤其难以获得研发资金，针对这一现状，政府可以

通过财政担保和贴息来帮助这些小企业获得银行贷

款。根据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可推出恰当的金融产

品。该办法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也能促

进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进而可以对制造业整体的

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拉动作用。

3. 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应鼓励

跨国公司通过与国内高校、研发机构或企业合资的

方式建立起技术联盟，为国内制造业企业参与跨国

公司的科研项目创造机会。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国

内企业及时获取技术升级方面的消息，更快更好地

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进而提升国内制造业技术创新

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国内企业学习国外企业先

进的制度或管理经验，进而推动国内企业进行制度

创新或管理创新。

4. 提高技术获取及改造费用占比。本文的实证

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技术获取及改造

费用支出（TECH）对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因此，提高技术获取及改造费用在科研经费

中的比例可以促进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

升。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应避免单纯模仿和生搬硬

套，必须注重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及改造，以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

5. 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长期以来，中国企业

大量依靠代工或贴牌生产方式，主要通过从事劳动

密集型的低端生产与组装环节，参与到由国际零售

巨头或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中，这妨碍

了企业通过学习效应实现技术创新。因此，中国需改

变传统的出口贸易模式，优化出口结构；引导企业向

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发展，进而降低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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