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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从单纯提供制成品向提供
全生命周期管理及系统解决方案转变。跟制造业产出服务化相对应的是，服务作为生产要素在制造业
企业中间投入中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物联网、虚拟现实、3D打
印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给制造业注入了新动能，特别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兴起，使得现代化

的数字服务投入开始广泛且深刻地融入传统制造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代表的

可数字化服务投入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作用凸显。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尤其是保障数字服务的中间投入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题中的应有之义。既然
数字服务已成为制造业中间服务投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数字服务的可获得性及质量等无疑会
成为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重要变量。同时，我国一直是全球服务自由化、便利化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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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服务已经广泛且深刻地融入传统制造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本文基于

2005—2018年 42个经济体 17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就经济体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其制造业服务化

水平的影响展开经验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可通过“配置效应”“研发创新效应”和

“低技能劳动要素替代效应”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并且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

服务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样本回归可得，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提升制造业行业专

业服务化、通信服务化和金融服务化水平均有促进作用；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

服务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制造业行业所处价值链位置越高，数

字服务市场开放对该行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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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我国积极兑现入世承诺，主动参与和推动多边及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在国内，我国

持续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地理扩围和内容升级。目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已明确指示要进一步扩

大开放领域，有序扩大数字经济、互联网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这充分表明我国推动服务业开放、加

快服务贸易发展的立场和决心，数字服务会成为我国持续深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点。在此情形下，一

些重要问题凸显出来：数字服务市场开放究竟会如何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该影响会呈现出怎样的

异质性？这些异质性的影响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政策启示？

尽管研究制造业服务化的文献不少，但聚焦于探究数字服务市场开放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相关性

的研究非常有限。学者们主要基于典型案例对数字服务和制造业服务化的相关性展开定性描述，代表

性研究如 Coreynen等（2017）、Cenamor 等（2017）、Peillon 和 Dubruc（2019）。[1- 3]对数字服务市场开

放与制造业服务化相关性的定量研究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其主要难点在于对数字服务的界定和测度

上。关于何谓数字服务，其内涵及外延如何，各界一直存在争议。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 2013年的报告指出作为数字贸易标的的数字服务主要包含四类：（1）

数字内容服务（包括电子音乐、电子书等）；（2） 社交媒体服务（包括社交网络网站、用户评价网站

等）；（3） 搜索引擎服务（包括专业搜索引擎和通用引擎）；（4） 其他基于云计算等技术的软件及应

用服务等。二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 UNCTAD） 对数字服务的定义。UNCTAD将数字服务定

义为可 ICT化的服务①，并将其划分为信息通信技术服务（ICT Services，以下简称为 ICT服务） 和信

息通信技术支持的其他服务。其中，ICT服务包括“电信服务”“计算机服务”两类。ICT支持的其

他服务包括“销售和营销服务”“信息服务”“管理、行政和后台服务”“保险和金融服务”“许可

服务”“工程、研发和相关科技服务”“教育和培训服务”七类。UNCTAD依据其对数字服务的定

义，并根据现有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对数字服务贸易进行度量，有学者以此为基础研究数字服务贸

易，如陆菁和傅诺（2018）、岳云嵩和赵佳涵（2020）。[4- 5]虽然这是基于现有技术手段和统计基础对数

字服务贸易进行测度的最可行的方案，但其缺点也不容忽视———这种做法将一些具备远程数字交付潜

力但仍在线下进行的服务也纳入数字服务的范畴（岳云嵩和赵佳涵，2020）。[5]

由于对作为数字贸易标的的“数字服务”进行界定和测度存在问题，即从贸易视角对制造业企业

数字服务的可获得性进行刻画存在困难，有些学者就另辟蹊径，尝试基于其他代理变量来就制造业企

业对数字服务的可获得性进行测度。范鑫（2020） 推荐运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网络就绪指数”对

一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估。[6]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提升数字服

务投入的可获得性。Ma 等（2019） 尝试对澳大利亚、中国、欧盟、美国等 26个经济体和中国部分

省份的数字贸易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整理，捕捉出特定的关键词，运用词频法分析经济体贸易政策的自

由度，并据此对数字服务的可获得性进行刻画。[7]此外还有学者基于某特定的数字服务的可获得性进行

测度，主要包括对企业应用“门户网站”（Yadav，2014；岳云嵩等，2017）、“数字化基础设施”

（Nath和 Liu，2017） 和“电商平台及特定网站”（孙浦阳等，2017；施炳展，2016） 的情况进行测

度，期望基于某特定视角对企业运用数字服务的水平进行描述和量化测度。[8- 12]

基于如上分析，可以发现既有文献在如下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第一，针对数字服务市场开放是

否以及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的理论阐释还非常有限。既有少量文献主要是通过案例分析对

二者的相关性展开机制分析，相关研究还非常零散，不成体系。第二，如何就制造业企业对数字服务
———————————————
①也通常被翻译成“可数字交付的服务”“网络交付的服务”“可数字化的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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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获得性展开定量测度是相关经验研究面临的技术难题。目前解决该技术难题的两个思路都存在明

显缺陷。一是将数字服务作为数字贸易的标的，基于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来梳理和提取数字贸易统计数
据。但是以 UNCTAD的界定口径来测度经济体的数字贸易规模，会导致一些具备数字化潜力但仍在
线下开展的服务贸易可能被纳入其中，由此会夸大数字服务的可获得性。二是将某特定类型的数字服
务作为研究对象，构造识别该特定数字服务可获得性的虚拟变量。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中应用的数字
服务是非常丰富多元的，这种“管中窥豹”的测度方式有些简单粗糙，其测度结果会有失偏颇。第
三，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加速资本、技术、经验信息等要素的扩散，具有空间效应（赵涛等，2020；
钞小静等，2020），数字服务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数字服务市场的开放是否也具有这种空间效应，
尚未有足够的研究。[13- 14]第四，数字服务的可获得性及品质会影响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虽然该逻

辑简单直观，但其中的细节还值得深入探究。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如下方面做出创新：第一，针对数字服务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机制

及传导细节，本文从“配置效应”“研发创新效应”“低技能劳动要素替代效应”等视角来展开具体
阐释。该分析能为厘清数字服务究竟如何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内在逻辑提供更为深刻的洞见。第
二，本文从“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视角对制造业企业可获取的数字服务的数量及品质展开测度。本
文用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占其 GDP的比率来刻画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UNCTAD认为数字贸
易包括“ICT服务贸易”和“信息通信技术支持的其他服务”两部分。如前文所述，将其笼而统之来
测度数字贸易规模会导致测度误差，因此本文根据 UNCTAD对数字贸易的定义，利用“ICT服务贸
易”和“可 ICT化的服务贸易”两部分分别测度“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和“可 ICT化数字服务
市场开放度”。除此之外，本文参考 USITC对数字服务所做分类，选择大数据、社交媒体、软件、云
计算等数字服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合成变量来测度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第三，本文就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展开经验研究，同时本文还构造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其

空间效应。

二、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的机制分析

（一）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通过配置效应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
数字服务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开展的服务，是一种高技术、高知识的服务。当存在进入壁

垒时，即使在位企业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也并不意味着资源实现了有效配置，特别是对新技
术的阻碍会造成生产要素的长期浪费。一般而言，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改善资源稀缺性对企业
的限制，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服务进行企业管理则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数字服务市场开
放会使大量优质数字服务进入国内市场，缓解服务资源特别是数字服务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应用，提
高服务资源的配置效应，提高服务化水平。同时，数字服务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是造成
资源配置无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带来大量质量更优、成本更低、种类更多样的数字

服务，提高制造业企业对数字服务的可获得性。这些优质数字服务的应用有利于企业打破信息壁垒，削
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配置无效率的问题，进而促进服务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流
动，有助于服务、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降低无效服务投入，实现企业的服务化升级。

（二）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通过研发创新效应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
制造业企业进行的研发创新活动涉及研发、生产、营销、财务、人力等几乎所有职能部门，需要

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科技服务等多种服务投入。研发创新活动使企业对服务中间投入的需求增多，
对服务的吸收和应用能力加强，推动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提高。与传统服务相比，数字服务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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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服务，能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水平，促进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从企业内部来看，数字服务可

以将知识、信息、技术等高级服务要素以数据的形式融入企业生产，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增强企业

研发创新能力。数字化时代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服务来提高企业研发创

新能力，以此增强企业对服务的吸收和应用能力，实现制造业企业的价值增值。从企业外部来看，数

字服务能够实现数据在企业内外流动，带动资本、信息等资源以数据的形式实现跨界重组，推动外部

用户、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实现分工合作，公摊研发费用，共享研发成果，形成开放式创新，促进企

业研发创新能力，实现国内制造业产业服务价值增值。数字服务市场开放使大量优质的数字化服务流

入国内市场，短期内企业可直接获得的数字服务数量更多，质量更优，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得以提

高，企业对数字服务的吸收能力得以增强，制造业企业向高附加值服务型制造业的转型加快。

（三）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通过低技能劳动要素替代效应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

传统服务具有个性化、即时消费等特点。服务的个性化是指消费者的需求不同，消费者对服务的

需求也存在差异，因此服务提供者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即时消费是指服务的

提供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生产的过程即是消费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的服务活动需要大量人员的深

度参与，甚至需要服务提供者现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当服务用户增

加、服务规模扩大时，服务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成比例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数字服务能够取代劳

动投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具体来看，数字服务具有智能性、连通性等特点，能超越时空

对生产活动的限制，将信息以数据的形式存储起来，实现服务生产与消费的分离，极大程度替代企业

开展市场调研、信息搜寻、商务洽谈及法律咨询等活动中的初级服务人员投入，降低服务投入成本，

提高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例如，云计算、大数据等具有收集产品生产运行数据、监控生产流程、

分析产品性能和质量等功能，对部分低技能劳动要素形成了替代作用；再如数字服务能将产品研发、

制造与服务进行编码，替代人力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摆脱人力资源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制约

（李晓华，2021）。[15]数字服务市场开放使国内市场数字服务的质量更优、数量更多、价格更低，提高

了国内企业使用数字服务的性价比，进而增强了数字服务的这种替代效应。

根据以上分析机理，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假设 1：数字服务市场开放能够促进企业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

假设 2：数字服务市场开放通过配置效应、研发创新效应和低技能劳动要素替代效应提升制造业

服务化水平。

三、计量模型设定

（一） 回归模型
根据研究目的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构建以下计量回归模型来就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

务化水平的影响展开经验研究：
servitizationitk =αqikt×digitalit +β′X+ρ+υi +υt +υk +μitk （1）

其中，servitizationitk为时间 t经济体 i的制造业行业 k的服务化水平指数；digitalit为经济体 i在时间 t

的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qikt为经济体 i的制造业行业 k在时间 t的数字服务依赖程度，这里用行业层

面的信息需求和供给能力来衡量。X表示控制变量列向量，包括 FDI、城镇化率、基础设施、金融发
展水平、服务业就业人数。另外，ρ为截距项，μ为残差项，υi、υt、υk分别是国家固定效应、时间固

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研究内容，本文选取 2005—2018年澳大利亚、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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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赛卢普斯、捷克、丹麦、爱沙尼

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

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

耳其、英国、美国。

②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纺织、纺织制品、皮革、鞋类制造，软木木材和软木制品，纸制品及印刷，焦炭及精炼

石油产品，化学及化工产品，医药、药用化学及植物制品，橡胶、塑料制品，其他非金属矿产品，基本金属，金属制品，

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电器设备，机械设备，汽车、拖车及平拖车，其他运输设备，其他制造行业。

地利、比利时、巴西等 42个国家①17个制造业行业②的数据进行回归。
（二） 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
1. 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衡量。根据现有文献，本文借鉴刘斌等（2016） 的方法，[16]基于 OECD投

入产出表，运用完全消耗系数法测算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servitizationsr =asr +
n

k=1
Σask akr +

n

k=1
Σ

n

l=1
Σask akl alr +… （2）

其中，servitizationsr为制造业行业 r的服务化水平，右侧第一项为制造业行业 r对服务业 s的直接消

耗，第二项为第一轮间接消耗，以此类推，第 n+1项为第 n轮的间接消耗。另外，依据这一方法，本
文还分别衡量各制造业行业所需的专业服务投入、通信服务投入和金融服务投入，构造专业服务化、
通信服务化和金融服务化三个分指标。

2.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水平。参考相关文献，关于数字服务市场开放的衡量，我们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对贸易开放度的度量，学术界经典的做法是利用贸易

额与 GDP的比值来衡量。本文根据 UNCTAD对数字贸易的定义，以“可 ICT化服务贸易”与 GDP的
比值来构造“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这一指标。数据来源于 UNCTAD数据库。

第二，“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统计口径与概念定义存在差异，
UNCTAD测度的数字交付的服务贸易存在缺陷———将具有数字交付潜力但仍在线下进行的服务贸易包
含在内。因此，本文还计算了 ICT数字贸易依存度作为衡量数字服务市场开放的另一指标，ICT数字
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 UNCTAD。

第三，“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USITC将数字服务划分为四类：数字内容、社交媒体、搜索引
擎、其他基于云计算等技术的软件及应用服务。参考该定义，本文从 OECD数据库中选择代表性的数
字服务，并参考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 的做法，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17]

本文选取制造业企业对软件、大数据、云计算、社交媒体的获取能力和准入指标四项，考虑到跨境电
商在制造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我们还选取企业通过互联网获得订单的能力、射频识别
应用两类指标，对这些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全部通过了 KMO检验，利用前几个累计方差贡献
率达到 80%的方法确定因子个数，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制造业行业的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指标。数
据全部来源于 OECD。

3. 数字服务依赖程度。数字服务市场开放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数据，为更精确地测定数字服务市场
开放对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影响，我们需要构造行业层面的数字服务依赖度指数。一般而言，行业的信
息化水平越高，其对数字服务的依赖度越大。然而，目前关于行业层面的制造业企业信息化水平的研
究文献较少，为数不多的文献从行业的信息需求和供给能力的角度出发，构造行业层面的信息化水
平。基于此，参考韩先锋等（2014） 的做法，本文认为生产效率越高、行业集中度越高、科技创新能
力越强、总体资产水平越高，该行业对信息的需求和供给能力越强。[18]我们选取行业层面的相关数据，
包括行业产出、行业增加值、资本补偿、产品集中度指数、要素密集度和技术水平，通过主因素分析
法构造行业层面的“数字服务依赖度指数”。其中前三个变量的数据来源于WIOD。产品集中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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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 UNCTAD，这是一个产品层面的数据，我们将产品与WIOD行业进行对标后取均值。之后我们

参考韩先锋等（2014） 对市场化指标的处理利用主因素分析法将多个变量浓缩为一个变量。[18]

4. 其余控制变量。本文选取 FDI的对数、城镇化率（经济体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基础
设施（以通电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广义货币占 GDP的比重）、服务业就业人数（服务业就业

人数与总人数的占比） 作为控制变量。上述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 基准结果分析
表 1为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我们控制了时间固定效

应、国家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列（1） 是“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对制造业服务化水
平的影响结果，其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 是“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对制造业服
务化水平的影响的实证结果，列（3）

是“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对制造业

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的实证结果，其分

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正相关。由此，
我们可以发现，该三种方法衡量的数
字服务市场开放均会显著提升制造业
服务化水平，这印证了前文的假设。

（二） 影响渠道检验
为进一步明确数字服务市场开放

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内在机制，
本文参考魏浩等（2017） 的研究进行
机制检验。[19]本文的渠道变量包括配置效应、研发创新效应和低技能劳动要素替代效应。本文参考林
僖（2021） 的方法用行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的对数衡量配置效应，以各国研发支出在 GDP中的比
值作为研发创新的替代变量，以低学历人数在人口中的比重的对数衡量低技能劳动要素替代效应。[20]

结果报告在表 2。结果表明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可以通过配置效应、研发创新效应和低技能劳动要素替

代效应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另外本文同时将三个渠道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结果
显示核心控制变量的系数均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因此本文渠道变量的选择是合理有效的。

表 2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的机制检验

（1） 配置效应 （2） 配置效应 （3） 配置效应 （4） 制造业服务化

可 ICT化的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109***(5.47)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789***(6.89)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05*(2.07)

配置效应 0.084***(13.84)

观测值 9896 9251 7754 9896

（1） 研发支出 （2） 研发支出 （3） 研发支出 （4） 制造业服务化

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103***(21.42)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809***(11.73)

表 1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101***(7.72)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848***(4.90)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50**(2.4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911 9265 7769

注：括号内数值为 t统计量；*、**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

显著性水平。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研究

117



当代财经
Contemporary Finance ＆ Economics

续表 2

（1） 研发支出 （2） 研发支出 （3） 研发支出 （4） 制造业服务化

数字服务市场研发支出开放度 0.022**(2.10)

研发支出 0.284***(7.71)

观测值 6341 6222 4981 6341

（1） 低学历人数 （2） 低学历人数 （3） 低学历人数 （4） 制造业服务化

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 0.043***(- 7.29)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 0.874***(- 9.19)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 0.027***(- 3.25)

低学历人数 - 0.043**(- 2.00)

观测值 5814 5491 5814 5814

注：括号内数值为 t统计量；*、**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表中控制了控制变量，控制了时

间、国家和行业固定效应。

（三） 空间效应分析
互联网具有互联互通的特点，能够跨越空间、时间的限制，增加区域间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进而

会影响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信息传递和知识传播，增强各区域间经济之间的互动性，产生明显的空间
效应（赵涛等，2020；钞小静等，2020）。[13- 14]数字服务贸易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具有网络
属性，使各区域间的经济活动互相影响。这意味着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不仅会产生
本地效应还会产生空间效应。因此，本文通过构造空间面板模型，考察这种空间效应。

本文参考Witt和Witt（1995）、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 的研究，通过引力模型构造空间权重矩
阵。[21- 22]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构造网络空间权重来分析不同空间联系下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
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的空间效应。具体如下：

Wij =KNiNj Dij （3）

其中，Wij是两国间网络空间联系强度。K为常数项，取值为 1；Ni和 Nj分别是国家 i和国家 j的互联

网订阅量，本文以世界银行的固定宽带订阅数和移动网络订阅数之和表示；Dij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地

理距离，本文以两个国家之间的首都距离表示。
基于此，本文构造空间杜宾模型刻画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的空间交互效

应。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3。列（1） 至列（3） 分别是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ICT数字服务市
场开放度和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的空间效应。另外，我们还关注了其空间
溢出效应，其结果报告在列（4）。由表 3可知，数字服务市场开放不仅会对本国的制造业服务化产生
积极作用，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带动别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

表 3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的空间效应

（1） （2） （3） （4）

W×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5826***(3.909)

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1949**(2.209) 4.0349***(4.577)

W×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1.8478***(4.263)

W×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2556***(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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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1） （2） （3） （4）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3.1542***(2.700) 27.5837***(5.073)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347*(1.915) 1.6938***(7.7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数值为 t统计量；*、**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四） 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类型的分样本回归
根据服务类别的差异，我们将制造业服务化划分为专业服务化、通信服务化和金融服务化，分别

探索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其的影响，检验结果报告在表 4。由表 4可知，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
度、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和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对专业服务化、通信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均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专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最大，这可能是因为专业服务主要包含会
计、咨询等行业，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其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较大，因而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专业服务
化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表 4 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类型的分样本回归

（1） （2） （3）

专业服务化 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23***(5.16)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201***(3.39)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29***(5.22)

通信服务化 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09***(9.69)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60***(5.44)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02**(2.50)

金融服务化 潜在的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 0.004(- 1.49)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152***(5.96)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05**(2.33)

观测值 9911 9265 7769

注：括号内数值为 t统计量；*、**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表中控制了控制变量，控制了时

间、国家和行业固定效应。

（五） 基于国家发展水平的分样本回归
本文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发布的资料将国家划分为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

国家两类，分类探讨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结果报告在表

5。其中，前三列是中高收入国家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其结果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后三列为中低收入国家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其结

果表明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依然有促进作用，并且其对中低收入国

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中高收入国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

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数字服务仍处于发展初期，其本土数字服务产业较发达国家而言更为落后，数字

服务量少质低，通过数字服务市场开放本土企业能够短时间内获得更多、更为优质的数字中间投入，

因而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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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于国家发展水平的分样本回归

中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1) (2) (4) (5) (6)

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
场开放度

0.097***
(7.36)

1.324***
(5.86)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
放度

0.667***
(3.85)

3.529***
(4.66)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0.098**
(2.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911 9265 9911 9265 7769

(3)

0.029**
(2.93)

控制

控制

7769

注：括号内数值为 t统计量；*、**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六） 价值链位置的异质性分析

一般而言，处于价值链两端的产业附加值更高。靠近价值链上游位置的研发产业，因其研发属性

和高附加值的特点，具有更高的技术性、更优质的人力资本和投入要素。数字服务贸易具有高技术、

高知识的特点，贸易对象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数字服务，当它们通过贸易进入当地市场，应用于制造业

生产时，该行业所处价值链的位置不一样，其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应用壁垒也会有差异，进而影响数

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作用。因而，本文参考 Antràs等（2012） 的方法构造上游

度指标，参考 Bosma等（2005） 的方法构造 APL位置指标。[23- 24]具体衡量方法如下：

pos_APLik=
B(B- I)
B

（4）

pos_upik=X�
-1

BX （5）

其中，pos_APL为 APL位置指标，pos_up为上游度指标，X为产出矩阵，B为里昂惕夫逆矩阵。本文

对其取对数处理。表 6列（1） 至列（3） 为上游度对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情况

的回归结果，其与数字服务市场开放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6列（4） 至列（6） 为 APL位置

指标对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情况的报告，其交互项也显著为正。由表 6可知，

制造业行业处于价值链越上游的位置，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该制造业行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越显著。
表 6 价值链位置的异质性分析

(1) (2) (4) (5) (6)

可 ICT化数字服务市场
开放度×价值链位置

0.074***
(6.05)

0.391***
(6.20)

ICT数字服务市场开放
度×价值链位置

1.619***
(8.52)

7.474***
(8.56)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价值链位置

0.949***
(6.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911 9265 9911 9265 7769

(3)

0.045***(2.64)

控制

控制

7769

注：括号内数值为 t统计量；*、**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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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本文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分析：（1） 剔除 1%的极端值。（2） 参考钞小

静等（2020） 的研究，本文选取 1975年人均固定电话数与上一年互联网使用人数的交互项为工具变

量。[14]结果（留存备索） 表明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正效应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05—2018年 42个经济体 17个制造业行业的相关数据，测度经济体数字服务市场开

放度对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数字服务市场开放会显著促进制造业
服务化水平的提升。第二，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可以通过提升“配置效应”“研发创新效应”和“低技
能劳动要素替代效应”三个渠道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第三，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
平有显著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四，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行业提升专业服务化、通信服务化
和金融服务化水平均有促进作用，其中对专业服务化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第五，数字服务市场开放
对中低收入国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第六，制造业行业所处价值链位置越高，数
字服务市场开放对该制造业行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越大。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各经济体有必要实施积极主动的数字服务市场开
放政策，放下对数字服务市场开放风险的过度担忧，控制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水平，以求能充分发挥
其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效应。第二，随着 5G技术的应用，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
水平的促进作用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有鉴于此，各经济体有必要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发展，加大财政资
金对重点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推动新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
合。第三，相较于金融服务和通信服务，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专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明
显，各经济体在开放数字服务市场的过程中，可优先考虑将数字专业服务及相关细分领域作为优先开
放对象。第四，由于数字服务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效果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
应，各经济体可以积极对外洽签涵盖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内容的区域贸易协定或其他协定等。因为基
于区内成员所做数字服务市场开放承诺，该经济体也能收获数字服务市场开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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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Opening of Digital Service Market on the Servitization Level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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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services have been widely and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
tion links of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data of 17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42 economic entities from 2005 to 2018,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opening of digital service market for economic entities on the servitization level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ning of digital service marke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service level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improving the allocation effect, the R&D
innovation effect, and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low-skill labor factor. The opening of digital service
marke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servit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
dustry.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subsample regression that the opening of the digital service market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servitization, communication servitiza-
tion and financial servit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pared with the high-income coun-
tries, the opening of digital service market in the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has a more signifi-
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servit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higher
the posi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value chain, the greater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opening of the digital service market on its level of servitization.

Key words：digital service; market opening; servit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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